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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工科数学“金课”
———记北京联合大学数理与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玄祖兴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黑板上写着复杂的抽象公式
和习题， 枯燥难懂的理论让学生
们听得昏昏欲睡， 这是很多人印
象中的数学课堂。 而北京联合大
学数理与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玄
祖兴的课堂却充满欢声笑语， 没
有人玩手机， 赢得学生的超高评
价。 他是如何把晦涩乏味的数学
课讲得妙趣横生， 并带领学生勇
夺学科竞赛大奖的？

深入浅出讲透概念的
“前世今生”

2006年， 玄祖兴走进北京联
合大学 ， 传承了父亲的教书事
业。 他清楚数学课让很多学生望
而生畏， 就想方设法要改变这一
局面。

记者第一次见到他， 是在北
联大2017年举办的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校内选拔赛上。 在短
短20分钟内， 他把计算条件概率
的贝叶斯公式讲得深入浅出， 运
用大量鲜活事例拉近与学生的
距离 ， 整节课如行云流水般生
动顺畅， 即便是文科生也能听懂
其中的含义。 他因此获得选拔赛
第一名， 被推荐参加了北京市高
校第十届青教赛， 又一举夺得理
工类一等奖 ， 以及 “最佳演示
奖 ” “最佳教案奖 ” 两个单项
奖。

玄祖兴的获奖教案可不是灵
光一现， 而是他在日常课堂上的
一个缩影。 他认为数学最难学的
就是定义， 一个又一个定义的简
单灌输， 势必引起学生的抵触，
所以教师要讲清楚定义之间的内
在关联和内核 ， 也就是概念的
“前世”， 帮助学生理清知识点产
生的来龙去脉。 同时， 他力求让
学生了解数学在国计民生中扮演
的角色， 即概念的 “今生”， 用
当前事例回应历史， 佐证知识点
的实际应用价值， 以此调动起学
生的学习兴趣 ， 埋下求知的种
子。

比如上概率课时， 玄祖兴先
抛出一个话题： “买彩票是否能
一夜暴富？” 本来低头的学生们
听到后齐刷刷地抬头， 看到大
家好奇的眼神， 他不慌不忙地选
取辽宁福利彩票为例， 用数学建
模方法展开论证， 让学生计算得
出结论： 获得一等奖的概率仅为
0.149×10-6， 也就是2000万彩民

里约有3个一等奖获奖者， 中奖
“难于上青天”， 有人投入上百万
照样颗粒无收。 看到大家失望的
表情， 他说道， “既然中奖概率
这么小 ， 是不是就不要买彩票
了？ 其实可以换个角度看 。” 他
告诉学生们应该用 “劳动创造幸
福， 不要空想一夜暴富”， 由此
巧妙地融入思政理念。 随后他拿
出一张彩票展示， 让学生了解彩
票的性质， 彩民花的钱中一部分
将贡献给中国福利和公益事业，
在讲述数学知识的同时宣传了国
家政策， 学生听得兴趣盎然。

“现在的手机上充斥着海量
资讯， 数学符号又比较枯燥， 要
拢住学生 ， 教师必须在课堂上
‘刺激’ 学生去动脑筋。” 在多年
的一线教学中， 玄祖兴形成了把
知识点的 “前世今生” 讲述透彻
这一独特的教学风格。 而要做到
这一点， 就需要教师重构教学体

系 ， 分析清楚知识点的来龙去
脉， 引入时代热点， 用科研反哺
教学。 比如， 讲数学的 “极限”，
他在 “前世 ” 部分引用了 《庄
子·天下篇》 的名句 “一尺之棰，
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 魏晋时
期数学家刘徽的 “割圆术” 以及
国外的相关定义， 跨越整个历史
长河， 深刻厚重； 在 “今生” 部
分， 他介绍了中科院院士彭实戈
的相关理论获得2020未来科学大
奖， 让学生知道 “极限” 在当代
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讲到 “正
态分布” 概念时， 他会介绍其在
高考志愿填报、 体检化验值中的
运用， 把枯燥的概念生活化， 加
深学生的理解。

为了充分展示数学概念在历
史进程中的发展演化， 玄祖兴在
备课时下了大功夫， 不仅把教材
反复 “吃透”， 找来所有与知识
点相关的数学史书、 科研论文等

书刊研读， 还和团队成员共同研
讨， 分享思路， 取长补短。 为了
撰写 《矩阵分析》 一书， 他从网
上购买了44本中外专业著作进行
细致研究， 堪称痴迷。 2021年 ，
该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反响较
好。

学生评价听他的课 “不
枉此生”

玄祖兴带来的生动课堂， 对
学生们掌握知识是否真的有效
呢？ 随手翻开近年来学校开展的
教师期末评价表， 不同学科的学
生对他的反馈出奇地一致， 对数
学课不再畏难如虎， 甚至有人说
听他的课 “不枉此生”。 “玄老
师是一位特别有意思的老师， 上
学 时 我 超 级 喜 欢 上 他 的 课 。 ”
“玄老师循循善诱， 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 课堂气氛活跃， 让我对
线性代数产生浓厚兴趣， 我开始
喜欢上线性代数的奇妙世界 。”
“这一学期的课程让我受益匪浅，
期待下一次的讲授。” ……

玄祖兴不仅在课堂教学方面
大幅改革， 还进一步发挥学科竞
赛平台作用， 激发学生学习数学
的热情， 成绩令人惊艳。 作为全
校数学类学科竞赛总负责人 ，
2015-2020年， 他指导学生连续6
年获得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
三等奖， 2017年指导学生获得第
五届 “泰迪杯” 全国数据挖掘挑
战赛二等奖， 2019年指导学生获
得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和北
京大学生数学建模与计算机应用
竞赛二等奖等。

玄祖兴的工作赢得校内外同
行的认可， 所率团队获评2020年
北联大优秀本科育人团队； 他多
次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 山东大学等近
40所京内外高校报告交流受到好
评。 2018年， 他被评为 “北京市
师德先锋”； 2019年， 他又获得
“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名师
奖”， 并被评为北京市 “高创计
划” 青年拔尖人才。

指导学生夺得国际数学
竞赛大奖

在带领学生获得的诸多奖项
中， 最让玄祖兴自豪的一次发生

在2020年5月， 由他指导的参赛
队伍斩获2020年美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国际Finalist大奖， 该奖
项在全球的获奖率仅为1.3%， 这
是北联大建校以来首次获得该奖
项。

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是
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数学建
模竞赛， 要求参赛者不仅具备数
学建模知识和能力， 而且要有较
强的英文写作科学论文能力， 极
大考验了参赛者的综合素质。

本届比赛吸引了全球超过2
万支队伍参赛， 北联大由机器人
学院的万志杰、 史学超和管理学
院的苏智媛组队， 能够与哈佛大
学、 麻省理工学院、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同场
竞技， 他们可谓 “初生牛犊不怕
虎”。

检索文献、 搭建模型、 撰写
文档……玄祖兴在赛前事无巨细
地指导参赛学生， 还告诉他们建
模竞赛不用大量刷题， 因为试题
是开放的， 答案不唯一， 重在掌
握方法。 因为赶上疫情， 备战初
期有选手出现思想波动， 想打退
堂鼓， 他发现后第一时间做思想
工作， 告诉他们比赛是人生价值
追求的历练， 不要把注意力偏到
比赛结果上， 应该用比赛来检验
学习水平， 结交朋友。 玄祖兴帮
助学生调整好心态， 同时补齐知
识短板， 一点点树立起强大的信
心。

“玄教授是一位很有水平的
老师， 他指导团队在比赛前对主
要模型和算法进行学习、 整理与
归纳， 带领我们深入研究历届优
秀论文， 博采众长为己所用， 还
反复跟我们强调学术诚信的重要
性。” 得到他的精心指导， 半路
加入的苏智媛进步飞速， 成功完
成竞赛。

玄祖兴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
不断适应学科改革需求， 努力打
造新工科数学 “金课”。 在他和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这种讲透数
学概念 “前世今生” 的授课模式
已在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等三大课
程全模块中铺开。 2020年， 在学
校的支持下， 他成立数理与交叉
科学研究院， 进一步探索数学与
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 。 心中有
梦， 眼中有光， 脚下有路， 他的
梦想， 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巾帼女杰航天报国

容易 ， 女 ， 1978年 10月出
生，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载
人运载火箭总设计师。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
号”发射成功。作为总设计师的容
易已经全程参与了载人航天工程
交会对接和空间试验室的六次发
射任务。多年来，她率团队开展关
键技术攻关取得系列进展， 从源
头提高了重型运载火箭的任务适
应性， 创新性设计了重型火箭系
列化总体方案，对准确诊断故障、
确保航天员安全增强了保障。

让偏远山区孩子享受优质教学

李永乐， 男 ， 1983年9月出

生，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物理
教师、 物理竞赛教练。

2014年起， 李永乐开始上传
视频课程包括各种难题解析， 全
部免费向学生开放。 2018年起 ，
他尝试借热点科普， 至今已录制
视频四百多条， 涵盖初高中多学
科， 粉丝量2000多万、 累计播放
数十亿次。 他还联合其他志同道
合的教师公益录制精品系统课
程， 让偏远山区也能享受优质教
学， 并多次实地考察探索改变贫
困地区的教育面貌。

备战冬奥坚守海陀之巅

高猛， 男，1987年11月出生，
延庆区气象局业务管理科科长。

备战北京 2022年冬奥会以
来， 高猛每天采集气象数据， 为

分钟级、 百米级气象预报和配套
设施调整提供支撑。 某次， 一自
动气象站无数据返回， 他不顾暴
雪预警立即赶赴现场。 中途车辆
打滑， 他和同事搬起60斤重的蓄
电池徒步前行。 修复气象设备后
才发现， 手指已僵硬肿大。 为气
象保障他建立直通式服务网络，
对四百多名信息员管理培训。

护航听障儿童

郝颖， 女， 1980年2月出生，
“见听工作室” 创始人。

因女儿出生即有听力障碍，
郝颖摸索出通过绘本精读实现听
障儿童语言学习和思维发展的一
套方法，她发愿帮助听障儿童“听
见世界”。 她创立工作室网上直
播， 推出家庭语言康复系统课程

和多门公益课。 7年多，累计受众
13.22万人次、数以百计的孩子进
入普幼普小。她还组织公益讲座、
听障儿童朗诵会等，出版了专著。

开展公益活动温暖弱势群体

赵红一 ， 女 ， 1979年4月出
生， 北京市众禾社会工作发展中
心主任。

2014年， 赵红一与公益服务
结缘后，参与发起“暖老”“暖心”
等项目。 2017年， 她创建了 “众
禾”，关怀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
为困境儿童提供学业辅导、 法律
援助等服务。几年来，培育了3500
多名志愿者、孵化了110多支社区
社会组织，累计开展13300多次各
类专业服务。

（盛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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