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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
杰出的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将
全社会对科技领域创新人才培养成效
的关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热度，
也成为中国教育一直被追问的命题。

2009 年 9 月，清华大学成立了一
个特殊的班级——清华学堂人才培养
计划钱学森力学班 （简称“钱班”），
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这个班的学
生被寄希望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创
新的领军人物。经过10年探索，这块
试验田已经拔节育穗，或许能给“钱
学森之问”一些答案。

钱学森力学班首席教授郑泉水真
正开始关注创新型本科人才培养是在
2001年左右。那年郑泉水招收了一个
非常优秀的清华本科生跟着他读硕
士。这名学生告诉郑泉水：“我们本科
班只有我一个人有兴趣做学术。”郑泉
水对此十分震惊。

以第一获奖人身份拿过两次国家
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在结构超滑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郑泉水，在本科
教书育人这件事上被深深地刺痛了，

“我觉得我们是在误人子弟”。
“可能是教师投入不够，可能是课

程体系不对，也可能是教学内容落
后，致使学生没兴趣了。”郑泉水说。

到了2007年，情况似乎变得更糟
了。“那年我们九十几个学生，最后有
十几个没能毕业。”时任清华大学航天
航空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郑泉水坐
不住了，“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面向整个航院，郑泉水主持召开
一个连续两天的讨论会，所有教师都
感到问题严峻，一场历时 3 个月的自
救式密集调研拉开。这一次大家达成
了共识：要大力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尤其是要把一些课程的水分挤掉。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课要砍
掉？哪些课要加强？大家很难达成一
致意见，都希望加强自己专业领域的
课程。

“都加强的话，学分得到 200 多
分，学生受不了。”就在郑泉水感觉改
革要陷入僵局的时候，即将百年校庆
的清华大学也在思考新百年人才培养
的战略与使命。

2007 年秋，清华刚刚接受了教育
部主持的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组
对清华人才培养工作高度评价的同
时，也对清华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
面提出了更高的期许。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清华学生
入口的质量这么好，出口的学生质量
不能说是很差，但是像国际公认的钱
学森这样的人没有，所以学校也在反
思这个事情。”钱学森力学班首任项目
主任朱克勤说。

郑泉水找到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
记陈希，向他汇报了两件事：一件事
是关于建设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国际力
学研究中心，另一件事是建立一个人
才培养特区。随后，郑泉水又向时任
校长顾秉林汇报了上述想法。

在得到学校领导的充分肯定之后，
人才培养特区筹备速度加快。郑泉水
找到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郑哲敏，他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
期的博士生和回国后长期的合作者。
在郑哲敏的安排下，郑泉水和钱学森的
儿子钱永刚进行了两次深入的当面沟
通，病榻上的钱学森首肯了在清华设立
的这个力学班以钱学森名字命名。

在郑泉水筹备钱班的过程中，国
家也在酝酿一个更大范围的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计划。2009年，教育部、中
组部、财政部等 8 个部门联合推出基

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选择
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计算机
5 个领域，在清华、北大等 19 所高校
进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清华大
学钱学森力学班作为全国唯一的工科
基础实验班被纳入该计划。

2009 年 9 月 5 日，30 名刚经过高
考稚气未脱却意气风发的少年走进清
华，成为钱学森力学班的第一届学生。

关于学分，清华大学教务处原处
长彭刚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年评清
华大学特等奖学金，有一名学生大学
前 3 年一共修了 220 多个学分，每门
课成绩都在90分以上。

“学这么多，学分绩还这么高，一
方面说明这学生确实很优秀，但是另
一方面说明我们整个教学和课程体系
是有很大问题的，水分很大。”彭刚认
为，对于本科生来说，学得多学得全
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学得深学
得宽，“少学一两门课，学生就不合格
了吗？”

郑泉水和他的同事们很早就对当
时的培养方案有切肤之痛：“主要问题
是，强塞给学生的东西太多，其中还
有大量本应该被删除但因为习惯或教
师原因而被保留的课，这也是造成学
习效率低、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的原因
之一。”

钱班工作组对当时的课程体系做
了细致深入的调研，并对标剑桥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
世界顶尖大学的工科课程，在经过了
无数次讨论甚至是争吵后，钱班用了
近6年时间构建起了现在2.0版本的培
养方案。

在钱班成立之初的那几年，尽管
已经对课程体系进行了大的调整，学
分减少到 178 分，但是郑泉水仍然不
满意，“学分还是太多”。

这时，白峰杉走进了郑泉水的视
野。白峰杉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
有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的经验，是
清华大学数理基科班的 4 位创始人之
一，也曾主管清华大学文化素质课程。

白峰杉的逻辑是：“大学期间学了
多少门课不重要，但是学透了几门课
特别重要。”依照这个逻辑，他没有对
钱班的某一门具体的课程进行删减，

“这里减一个学分，那里减一个学分，
这门课要，那门课不要，如果这样，
这事就根本没法做了”。

郑泉水和白峰杉两人理念一致，
一拍即合，一个叫作荣誉学位课程的
体系呼之欲出，是清华大学本科荣誉
学位第一个试点方案。

由 18 门课组成的荣誉挑战性课
组，分为六大类：数学、自然科学、
工科基础、专业与研究、人文、综合
与贯通，每个类别 3 门课。一个钱班
学生在大学前 3 年的 6 个学期中，每
个学期的荣誉挑战性课程只需上 3
门，从数学、自然科学、工科基础、
专业与研究这 4 类里面选择 2 门，从
人文、综合与贯通这两类里选1门。

“我只管这 18 门课，因此可以对
这 18 门进行精心设计和选择。”郑泉
水说，这18门课都是高强度、高挑战
度的知识学习和实践研究。郑泉水团
队对这些课程内容进行了清理：“该深
的更深了，该剔除的尽量剔除了，目
的是重点发展核心知识、关键概念和
科学技术方法论。”

在18门荣誉挑战性课程之外，学
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研究方向
选择结构性课程构建自己的知识和能
力体系。就这样，钱班把总学分降到

了 148 分，远远低于清华其他工科院
系170多分的学分要求。

刚在高考或竞赛的战场中“厮
杀”一番成为胜利者的钱班学生，迎
来了更大的挑战：高难度高挑战度的
课程。

“如何把学生吸引住，让他像火一
样把自己燃烧起来释放能量？”在清华
大学工作40多年，曾担任清华大学研
究生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的余寿
文认为，钱班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钱班在总学分上做“减法”的同
时，在课程质量和挑战度上做“加
法”。同样的课程，在钱班上就会加难
度，比如钱班的数理基础课完全是按
照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专业课设置，远
超一般工科院系的课程难度。

“脑子转得飞快。”这是黄轩宇大
一上“数学分析”时候的状态，高中
拿过国际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亚洲金牌
的他，在上大学前就已经自学了“数
学分析”，但一次数学作业还是要花上
四五个小时，“那些推理演绎令人着
迷”。

“没有虚度。不怕数学，不惧推
导，严密的理论推导对于高水平的工
科生来说非常有帮助。”钱班首届毕业
生倪彦硕说，高难度、高挑战度的
课，尤其是数理基础课，为他在博士
阶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仅仅增加课程难度和挑战度并不
够，教师总是能出更难的题考验学
生。钱班更看重的是能否把研究性的
学习、创新性的东西贯彻在课堂上。
因此，如何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高水
平教师为这群学生上课，是郑泉水和
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做的事。

“我们希望请一些不仅研究做得
好，而且课上得好，沟通表达能力也
好的老师。”航天航空学院工程力学系
教授陈常青找到数学、物理、化学这
些院系的教师，请他们吃饭，跟他们
谈钱班的理念，最后落脚点是“愿不
愿意加入我们这个教学团队”。一些教
学成绩卓著的退休教师也“重出江
湖”，为钱班讲授数理基础课程。也曾
有知名院士主动要求为钱班上课却被
拒绝了，理由是“表达能力不太好，
缺乏上课艺术”。

“我不是钱班教学上最受学生欢迎
的教师，但是我很高兴有很多优秀的
教师都在开心地为钱班授课。”郑泉水
说。

好的教师和好的学生碰撞，能发
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燃起美丽的焰火。

“你会觉得脑中一亮，老师清楚地

提炼了你的问题并且引导你走上正确
的方向。”钱班 2013 级学生巩浩然
说，“有限元法基础”是他印象最深的
课之一，“老师几乎考虑到了学生在哪
里会有疑惑，节奏把握得非常好，多
讲一点儿啰唆，少讲一点儿又不够。”

“有限元法基础”的任课教师张
雄，是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航空宇
航工程系系主任。他给学生布置的大
作业要做一个学期，五六个学生小组
合作，写几千行代码，最后真正解决
一个实际问题，比如怎么造一座桥。
学期初学生惊呼：这怎么能是一门课
的作业，怎么能做得完？学期结束，
学生感叹：收获太大了。

有学生反映课程太难、任务量太
大，张雄有些于心不忍，问学生：“那
我降低难度？”学生说：“不用。”

有了逐渐清晰完善的课程体系，
有了一群充满热情、志同道合的好教
师给钱班学生上课，但是郑泉水还是
觉得少了点儿什么。

在他看来，钱班学生学业非常
好，基础知识也非常扎实，个人能力
也很强，“但与世界顶尖大学最优秀的
本科生相比，就会发现他们还不够主
动”。

“要实现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
习、自主学习，再到研究性学习的转
变，最核心、最重要的是学生找到自
己真正热爱、擅长的发展方向。”郑泉
水用了很多方法激发学生的内生动
力，比如小班上课、海外研修、不同
院系间的流动机制、邀请不同方向的
学术大师介绍最前沿的研究等。

“每个方法都发挥了一些作用，但
整体上还是不尽如人意。”郑泉水坦
言。直到2009级一个叫杨锦的本科生
做了一个“永不破灭的泡泡”实验。

有一天，杨锦在实验中观察到水
面上漂浮着一层微小的泡泡，过了好
几天仍然不破。他把这个现象告诉了
郑泉水。郑泉水也不懂但觉得有趣，
他没有敷衍学生的好奇心，而是鼓励
并指导杨锦进行文献调研和实验探
究，最终成功发现了“永不破灭的泡
泡”的原理。

“他的研究报告给我一个感觉，通
过这个持续半年的项目，他积累的知
识和建立的研究能力快赶上一个普通
博士生两年学习后论文开题时的水
平。”郑泉水对此非常兴奋。

“我以前很少指导本科生做研究，
我觉得浪费时间。”郑泉水开始反思自
己之前的想法，“其实本科生也能做很
好的科研。”

杨锦这样的学生仅仅是个例吗？
能不能有一个机制让更多这样的个例
产生？郑泉水和同事徐芦平主导构建
了一个叫作 ORIC （开放自主研究）
的研究性学习课程，这逐渐成为钱班
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门钱班学生必修的研究性课
程，实际上是让学生自主选题、自主
找导师、自主解决问题的研究创新平
台。郑泉水认为，通过研究性学习，
学生不仅能深度掌握所学知识，还能
找到自己内心所爱。

“学习和做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思
维，从学习到研究是一个破茧成蝶的
过程，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转化。”郑泉
水认为，这个过程越早发生，就越有
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一旦学生飞出
来，就开窍了。”

“要让学生做他自己想做的方向，
他如果不去做研究，他怎么知道哪个
是自己一心想做又擅长做的方向？”郑
泉水说。

谁敢说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知
道将来想干什么？这群刚到清华的天
之骄子也不知道，没关系，他们有很
多的机会试错。

2015 年入学的赵靖宇，曾经获得
过国际奥林匹克金牌，他尝试了很多
方向，在大三做完 ORIC 后，决定转
向物理方向并被保送到高等研究院，
师从翁征宇教授研究超导理论，做自
己最喜欢也是最擅长的理论推演。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又那么聪明
和努力，怎么能不成功呢？”陈常青
说。

无论学生做什么方向，只要他们
找到内心真正热爱的研究，郑泉水就
觉得自己是成功的。

“通过研究去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创
新，而创造性很容易死掉，这就需要
老师的精心呵护。”郑泉水喜欢他自己
创作的一张图，图的中心是小鸡、小
马、小象等幼年期的小动物，中间是
这些动物的成年形态，外围是有利于
成长的食物供给。

“这个学生可能想做小鸡，那个学
生可能想做小象，每个学生的天赋、
热爱都不一样，不能让大象去教小
鸡，可能一脚就踩死了；也不能让母
鸡去训练小象，非折腾死不可。”郑泉
水说，“永不破灭的泡泡”机制的发
现，就是因为杨锦这只“小鸡”遇到
了他这只“母鸡”，杨锦的想法如果没
有合适的教师指导注定夭折，而郑泉
水恰好在微纳结构表面湿润性方面有
深入的研究。

郑泉水希望，钱班学生在寻找自
己方向的途中，都能有合适的导师呵
护、引导他们宝贵但脆弱的新想法。

郑泉水每年都会组织钱班学生
一起出游。在一次京郊秋游的合影
中，20 多个人随意地站在满树的黄
叶下，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如果不仔
细看，很难发现钱班的首席教授郑泉
水站在哪里。他没有站在前排中间，
而是站在后排，还被学生挡住了大
部分脸。

一张普通的照片背后却可以看出
钱班的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在钱
班，导师不是上司，不是权威和命
令，而是学生的呵护者、引路人。

2013 级学生胡脊梁建模遇到困难
时，他向郑泉水寻求帮助。那个冬
天，室内暖气不利于人保持清醒，郑
泉水带着胡脊梁在清华校园里边走边
讨论，势能函数、微分几何、张量理
论⋯⋯这些名词顺着冷风帮胡脊梁打
开了思路。

2014级学生杨昊光记得，有一年
他们去密云野营，他和“水哥”（学生
们都这么称呼郑泉水） 在一个帐篷里
聊天，帐篷外是星空，他们聊梦想，
聊未来科技的发展，聊人生选择。

2013 级学生巩浩然有一次有了一
个新想法，找到导师陈常青，陈常青
给了他一笔研究经费支持他去做。最
后，他没有做出成果，心怀愧疚地敲
开导师的门，预想中的责怪和批评没
有发生。“我花了他的钱却没有出成
果，老师问了我一遍过程和结果，还
安慰了我一番。”

在郑泉水看来，创造条件并帮助
学生，使得他们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得
到充分发挥，不仅能让学生深度学习
和找到兴趣方向，而且对导师也特别
有帮助，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本科生有极大的创新潜质。”郑
泉水在指导本科生科研的过程中发
现，许多博士生不敢碰、不愿碰的题
目，本科生凭借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
神敢去啃“硬骨头”。大一的黄轩宇在
郑泉水的指导下，勇敢地开启了微型
发电机的研究，而现在大三的他，带
着一群博士生在“闯关”。

小鸡找到母鸡，小象找到大象⋯⋯
一批有强烈创新意识、重视人才培养、
在自己领域有深厚积淀的教师，一群有
自己想法、有强烈兴趣、有内生动力的
学生，或许希望就在其中。

在钱班的10年探索中，郑泉水感
到，“钱学森之问”最大的挑战是，如
何识别并招入具有巨大创新潜质的人
才。

在多数人眼中，“优中选优”的钱
学森班学生，理应是清华学生中的精
英，但是实践下来，郑泉水发现，虽
然每一届钱班学生都有特别优秀的，
平均水平较高，但是也有一定比例的
学生达不到期望的标准。

郑泉水和他的同事观察到：清华
不少高考或者竞赛意义上的顶尖学生
过于关注短期目标，但缺乏源于兴趣
和志向的内生动力，而且之前形成的
学习方法、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具有
巨大的惯性。

“选材不当，一方面使钱学森班的
许多优质教育资源被浪费，另一方面
也造成了学生的痛苦。”郑泉水说，就
像要培养爬树冠军，最关键的一环是
找到“松鼠”，而因为跑得快挤进爬树
训练营的“兔子”们，其实是很受折
磨的。

在2013级学生入学前，钱班学生
有 3 个来源。一是高考统招，各省高
考理工科前10名有申请钱学森班的资
格，经过面试后决定是否录取；二是
二次招生，清华所有新生在入学第二
天都可以申请转入钱班，在参加为期
半天的综合考试后，经由面试决定是
否录取；三是竞赛保送，以全国物理
竞赛金牌获得者为主。

“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观察是，学
生 4 年成长的优劣，与学生进清华时
的高考或竞赛成绩关联度不大，而与
他们的创新素养和潜质关联度很大。”
郑泉水认为，尽管在招生时候有面试
考查，但是因为面试时间短，很难在
短时间内看出一个学生的创新潜质，
而且参与面试的教师往往职业性地偏
好学习力这一单一维度。

“看不准。”参与招生和面试的多
位教师都发现，有些即使在面试中有
良好表现的学生，在入学后也没有达
到理想的成长幅度，而有些在面试中
表现不突出的学生，4 年的成长却给
了他们很大的惊喜。

在苦苦思索如何构建钱班评价标
准那几年，郑泉水和同事们参考了哈
佛大学等名校的标准，学习了心理学
和脑科学近期的重大进展，还研究了
若干著名招聘专业公司的经验，结合
钱班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 5 个维度
的测评体系用于钱班招生、本科培养
和毕业后的长期追踪。这 5 个维度分
别是内生动力、开放性、坚毅力、智
慧、领导力。

钱班在 2013 年、2017 年和 2018
年 分 别 进 行 了 3 次 多 维 测 评 招 生 。
2018 年 1 月举办的第 3 届钱学森创新
挑战营，全国有2000多名获得省级以
上学科竞赛一等奖的高三学生报名，
最终选拔了60多名学生参加挑战营。

“这个优中选优的人群，虽然有很
高的学习天分和学习能力，但是符合
钱班需求的学生不多，最应该展现的
兴趣、激情、思考明显不足。”郑泉水
有些担忧。

但是也有令人看到希望的光芒。
2013 年入学的 30 名钱班学生中，有
13 名学生是来自按照多维测评体系考
查的挑战营，对比实施同样培养方案
的其他年级学生，郑泉水认为“2013
级学生整体上明显优于后者”。

“或许，对培养创新人才而言，最
关键的是找对培养对象，而构建培养
体系还是相对容易的事情。”郑泉水认
为，发现具有创新潜质的“苗子”，回
答“钱学森之问”，只靠高校单兵作战
是不行的，还需撬动中学、小学、幼
儿园和家庭的教育体系，这同样离不
开社会资源的支持，“这将是一场教育
的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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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前，为尝试回答“钱学森之问”，清华大学
成立了钱学森力学班。10 年过去了，这块试验田取
得了怎样的收成呢？

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首席教授郑泉水（左三）与部分学生交流。 资料图片

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学生在毕业典礼上。。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我们本科班只有我
一个人有兴趣做学术”

“清华学生入口的质量这
么好，出口的学生质量不能说
是很差，但是像国际公认的钱
学森这样的人没有。”

1

“少学一两门课，学
生就不合格了吗”

“学这么多，学分绩还这
么高，一方面说明这学生确实
很优秀，但是另一方面说明我
们整个教学和课程体系是有很
大问题的，水分很大。”

2

“多讲一点儿啰唆，
少讲一点儿又不够”

学期初学生惊呼：这怎么
能是一门课的作业？怎么能做
得完？学期结束，学生感叹：
收获太大了。

3

“一旦学生飞出来，
就开窍了”

要实现学生从被动学习到
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再到研
究性学习的转变，最核心、最
重要的是学生找到自己真正热
爱、擅长的发展方向。

4

“不能让大象去教小鸡，
也不能让母鸡去训练小象”

希望钱班学生在寻找自己
方向的途中，都能有合适的导
师呵护、引导他们宝贵但脆弱
的新想法。

5

“学生成长的优劣与高
考或竞赛成绩关联度不大”

“钱学森之问”最大的挑
战是，如何识别并招入具有巨
大创新潜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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