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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雅）“08年的北京奥运会、09年的上海世博会、
10年的广州亚运会，都为世人展示了中国不同城市的独特魅力，那么
这些城市在干什么呢？”3月31日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副
院长薛德升教授，为综合班开展了一场“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与中国
城市全球化”的专题讲座。他认为，“京、沪、穗等城市正在积极进
行城市全球化。”

薛教授以广州为例，分析了全球化对广州建筑、文化、饮食、城
市管理等方面的影响，使同学更直观地感受城市全球化带来的变化。
薛教授指出全球的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着城市全球化，而全球化
水平较高的城市一般是国际金融中心或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全球城
市的形成因素有很多，其中全球通讯技术的发展是其支撑动力，资本
则是其经济动力，还有文化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薛教授用大量的图表
信息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城市全球化的发展现状，并简单地介绍了一些
研究城市全球化的方法，鼓励同学们做进一步的探究。

讲座最后，朱竑副校长做了总结和点评。朱竑副校长称许薛教
授是他做人和学习的榜样，希望我们能在这次讲座的启发下喜欢上地
理，建议我们认真思考全球化问题，树立远大理想，走向世界，争当
“全球人”。

薛德升教授：“中国城市正在
积极进行城市全球化”

王铎教授:“数学一定能为
金融做出重要贡献”

本报讯（记者 林雅盈）“从事银行业工作而不懂数学的人实际
上处理的是意义不大的东西”，美国花旗公司副总裁柯林斯如是说。
数学对金融事业有怎样的贡献？4月7日晚，我国第一位金融数学系
系主任、北京大学王铎教授在教学楼3-101，为综合班解答了这一问
题，作了题为“金融数学漫谈”的讲座。

讲座上，王教授巧妙地运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金融行为，向同学
们阐述了什么是金融以及它与数学之间的关系，并明确地指出了利用
数学工具解决金融的实际问题是金融数学的主要目的。王教授说：
“数学一定能为金融做出重要贡献。”他借助1990年和1997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相关成就——数学-方差与期权公式等数学方法来
解决投资组合问题这两个例子——说明了这一观点。此外，王教授对
2008年金融海啸的概况做出了分析，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如政府斥巨资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等等，并呼吁年轻一代要为中国
金融市场的繁荣昌盛以及健康发展共同努力，贡献力量。

王教授就学好金融所必须具备的基础和品质给同学们提出了建
议。他认为，学好金融，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和金融知识，要有良好

的计算机基础，英语交流能力，尤其要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

今朝苦读书，明日弄潮头

校党委胡社军书记与综合班学子畅谈创新人才培养

本报讯（记者 彭君玲）4月28日，华大基因研究院副
院长李松岗教授一行来访我校，沈淮文副校长代表学校与
华大基因研究院正式签署本科生合作培养协议，双方并就
培养细节进行座谈交流。

沈文淮副校长讲话指出，与华大基因合作培养符合我
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李松岗教
授也表示，希望双方在教学和科研上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以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在基因组科学研究与应用这个新领
域中共同创造辉煌。

此外，李松岗副院长还为我校本科生作了“基因组
学研究，与华大共享未来”的报告，来自理科综合班、勷
勤创新班、数学科学学院、计算机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
200余名学生听取了报告。在报告中，李松岗副院长主要
介绍了华大基因研究院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基因组学研究
中心的发展历程，华大基因目前以及未来颇具前景的研究
项目，华大基因的人才培养模式，华大基因培养的本科生
所发表的文章、取得的成果。李松岗副院长表示，华大基
因能够给有志于科研的青年人提供足够宽广和迅速成长的
舞台。报告会结尾，教务处副处长罗一帆教授简要介绍了
华大基因2011年的暑假实习招生计划，鼓励同学们踊跃报
名，挑战自我。

我校与华大基因研究院正式签订联合培养人才协议

本报讯（记者 林雅盈）“大家知道为什么
《西游记》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要在南天门外
看人间？”“因为南天门内没有信号。”这个
有趣的问答来自于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系贾维
嘉教授为综合班主讲的“世界网络，网络世
界”讲座。5月5日晚，贾教授在图书馆学术报
告厅举开讲行，教务处副处长陈启买教授担任
主持。

贾教授对“世界网络，网络世界”做出了
自己的解释，他认为网络属各国政府、各大公
司所有。网络是现实的。世界网络是用来建立
现实的网络世界的。贾教授为我们介绍了互联
网、网络协议以及无线通信网络的相关内容，
并就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以及网络技术未
来的发展趋势与挑战等一些相关问题，发表了
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还结合自身的研究，为

我们讲述了手机发展的现状，涉及手机应用与
云计算、手机移动设备、手机应用以及手机所
面临的挑战等四个方面。

在提问环节中，贾教授就网络及学习方面
问题为同学们答疑解惑，同时也结合自身的求
学经历，给同学们的大学生活提出了建议。最
后，贾教授现场泼墨挥毫，寄语综合班“精英

一班显越秀，华南独创耀羊城”。 

贾维嘉教授：“世界网络用来建立网络世界”

      华南师范大学
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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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如是说——
我们国家正在从高新技术的积极应用

者向自主创新者这个角色转变，创新型国家
成功有很多要素，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
要素，就是人力资本。

你们未来就是要成为知识经济的弄潮
儿！

我们始终不要忘记，如果要成为一个
真正有用的人，个人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4月28日晚，校党委书记胡社军教授在
大学城图书馆报告厅，为综合班学子作题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造就创新型人才”的学
术演讲。

报告伊始，胡书记便将师生带入了密密
麻麻的数据、图表和形象生动的案例当中，
解读国家生命周期与中国掘起，现代大学理
念、精神、目标、使命和制度等一系列基本
问题，阐述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先要造
就创新型人才”的观点。在论述大学的创新
历程时，胡书记以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
和牛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为例，指出由于
时代的变迁、学科门类的差异，大学的创新
之道也不同，但作为一所大学，要有大学的
创新精神和创新平台，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现代大学不仅需要“大
师”，也需要“大楼”，但除了“大师”和
“大楼”以外，学生应当正视自身责任，今

天刻苦读书，明日争做知识经济的弄潮儿。
报告结束后，胡书记应邀挥毫，以“培

养创新人才，建设创新国家”寄望综合班学
子坚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奋发求
学，将来成为参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栋梁之
材。

主办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务处   承办单位/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联合会（学生会）



2 华南师范大学
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  2011年6月20日  第6期 简报编辑/肖颖     美编/张绥欢         我的老师 3 华南师范大学

综合人才培养实验班  2011年6月20日  第6期 简报编辑/肖君萍     美编/张绥欢         我的同学

陈晓平老师多年来担任综合班《哲学导
论》、《逻辑学》的任课教授。在这期间，陈
老师以独特的个人魅力，有趣的教学方式和活
跃的教学课堂氛围赢得了学生的赞许。记者有
幸采访了陈老师，了解到陈老师个人的求学经
历和在综合班的授课心得。

在迷失方向时思考人为什么活着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本科毕业后并
没有继续深造，而是隔了一段时间才继续读研
深造，那您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种
选择？

陈老师（以下简称陈）：我是穿着军装读
大学的，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我是海军，从
部队里到上海交通大学读机械工程，大学毕业
后因为研究生教育制度还没有恢复，我就报名
去了西藏工作，工作三年后，研究生制度恢复
了，我考了研究生，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学习。

记：我听一位哲学老师说，他是在工作
中经历了一段行尸走肉的生活后，读了一位哲
学家的自传之后受到了启发，才选择哲学专业
的，他本科也是读理工科的，那您是不是也有
一段特殊的经历在影响着您当初的决定？

陈：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们都
迷失了方向，整天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做些什
么。一方面我们不愿意跟着红卫兵搞批斗，一
方面学校也停课了，于是在这种无所事事的情
况下，我们就开始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开始
思考哲学问题了。

记：您本科读的是机械工程专业，研究生
读的是哲学，这两者性质相差甚远，您是怎么
协调这两者的关系的？

陈：这个不需要协调。因为读机械工程
并不是我的志愿，在文革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
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哲学问题了。因为我在
海军部队当兵，三年之后分配到了上海交通大
学读船舶机械工程专业。但我自己一直喜欢哲
学，所以我就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哲学，这有
点“不务正业”。

兴趣与工作相结合，才是一大幸福

记：凭您的条件，我觉得找一份比教师更
好的工作应该很容易，但您却选择了做教师，
您觉得教师这个职位对您有什么吸引力？为什
么会选择在大学工作？

陈：我喜欢哲学，喜欢抽象思考问题。对
于哲学这种抽象的理论思维，其实最好的就业
单位就是大学或研究所了。

在大学可以和大学生们交流。交流有两
个好处，一个是可以把你思考的东西与学生交
流，看可不可以被接受，这也可以检验你的思
想。再者，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总要和社会交
往，和大学生们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而且
是十分有意思的。大学生们常常会有自己的独
立思想，而且富有朝气，在同他们的交流中我
也会受到一定的启发。在研究所工作也可以，
但相比之下，那就不如做大学教师更令我感兴
趣了。只有把兴趣与工作相结合，这才是一大
幸福。

记：研究所也具备您所说的检验思想和
社会交往这两个要求，而且您要是在研究所工
作，投入的时间会更多，精力更专注，这可能
更 有利于您的哲学研究。

陈：我想最重要的是要看能不能把自己
的工作和兴趣二者合一了。在研究所工作也可
以，但相比之下，就不如做大学教师更令我感
兴趣了。

记：您的工作兴趣是当一名哲学教师吗？
陈：我的兴趣就是在于思考问题，把我的

想法讲出来同别人交流和分享。只有把兴趣与
工作相结合，这才是一大幸福。

记：如果兴趣没有办法与美好的发展前景
挂钩，要怎样考虑？

陈：这些都是人生的决策，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选择，这涉及决策论。决策论主要考虑
两个因素，一个是效用性，另一个是可能性。
决策就是在不同的方案面前综合考虑这两个因
素来做出决定。比如说读书、工作，它们对你
的效用是怎样的，这就涉及你的兴趣所在。但
是，你感兴趣的事情未必就能得到，这就涉及
可能性。当然最好是选择你最感兴趣同时可能
性最大的事情来做；但有时候，不得不出于可
能性的考虑而适当牺牲个人的兴趣。人生的过
程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决策构成的，好的人生就
是每一个决策或大多数决策是具有最大期望效
用的；这里所说的“效用”是广义的，包括兴
趣这样的精神效用。

记：这就是说兴趣还是比较重要的。
陈：那是当然，爱因斯坦说过，他的动力

来自兴趣，这才是最根本的。当然，还需要现
实的考虑。你不得不考虑现实的情况，这没有
一个固定的标准。家境好是一个选择，家境不
好是另一个选择；兴趣浓是一个选择，兴趣不

浓是另外一个选择；读研是一个选择，工作是
另外一个选择。当你做选择的时候必须考虑成
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不顾自身的条件就做出
选择，那是比较愚蠢的。

记：就是说还要考虑自身的能力了。
陈：是的，爱好、条件、责任、可能性等

等，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

记：现在有学生读研是迫于就业压力，就
是说没办法更好地就业或者找到自己喜欢的工
作，您有什么看法？

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他不
愿一直呆在学校里，他希望先工作，积累实践
经验，然后再回来继续学习。有的人愿意先读
研究生，把理论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
工作。还有些人本来不想继续读书学习，但由
于找不到好的工作而把读研究生作为一种无奈
的选择。如果是前两种的话，那他的前景会很
不错，有实践经验或有理论知识，他们做着他
们想做的事情；至于后者，那他的前景就不被
看好了，因为他一直是处于被动的状态。我个
人认为工作后再回来读研特别是读博士研究生
是个不错的选择，有人还读在职博士研究生，
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父母的负担，经济也有了保
障，加之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读起书来更踏
实。

记：有人会认为综合班的学生要立志高
远，要继续深造，那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陈：立志高远并不一定要读书呀！比尔•
盖茨大学都没读完就退学了，爱迪生连小学都
没读完，难道他们目标就不高远了吗？远大的
目标不限于在学校深造，如果你毕业以后去干
一行喜欢的，去把那一行干出色，这也挺好的
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读研只是这许
多路中的一条。

搞启发式教育，不搞填鸭式教育

记：您的课一直很受欢迎，您可以评价一
下自己的教学吗？

陈：我不把知识当成教条，当成现成的结
论交给学生。学问就是一边问一边学，一边学
一边问。我强调学生和老师互动，所以我总是
鼓励学生多思考，多提问题。我最希望我的学
生能从我的回答中受到一些启发，但有时会出
现学生忘记老师所讲内容的现象。这不可怕，
因为在无形之中，学生的能力提高了，这就是
“得意忘言”。一个老师重要的是在学生面前
展示你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
传染给学生，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我自
己也是尽可能地往这个方向靠拢。讲课我尽可
能地搞启发式教育，不搞填鸭式教育。

记：有时候学生会逃课，可能是因为有些
课程他们并不感兴趣，您怎么看待这种逃课现
象？

陈：一方面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多一些
选修课，少一些必修课，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
选课，他们就不会逃课了。此外，老师也不要
埋怨学生逃课，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课程的
吸引力，让学生感觉来上课有所收获。当然，
学生逃课也不能完全怪老师，学生自身也有责
任，有些学生自己就不想读书，而是为了给家
长或别的什么人交差。当然，老师也应该想一
下自己的课程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一个学
生，父母花那么多钱给他上大学，我想大多数
人还是不愿意逃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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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所所长陈晓平老师专访

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
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就读于上海交
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硕士、博士研究生就读
于武汉大学哲学系。作为高级访问学者，
2003年7月至2004年8月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
学社，2007年8月至2008年2月在伦敦经济政
治学院进行合作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
学、分析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灵哲学 
在《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
《自然辩证法研究》、《现代哲学》、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In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一百二十余篇。主要著作有：《贝叶斯方法
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
《自然演绎逻辑导论》、《面对道德冲突》
和《归纳逻辑与归纳悖论》。长期担任综合
班《逻辑学》、《哲学导论》任课教授，是
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

一等奖：谢勉群(2007级理科综合一班)、王鸿(2009级理科综合一班)

二等奖：曾志伟(2008级理科综合一班)、陈恩恩、郑晓芬(2009级理科综合一班)

三等奖：陈东霞(2007级理科综合一班)、陈福明、李粤川、潘强优、林泽斌、芮泽柱、苏嘉杰(2008级理科综合一班)

12名综合班学生在2011年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中喜创佳绩

美国数模竞赛之路：

访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获得者
谢勉群、王鸿

记者/林雅盈  梁雅

谢勉群

2007级理科综合一班学生，2009年荣
获全国数学建模大赛广东省赛区一等
奖，全国二等奖，2010年荣获美国数学
建模大赛三等奖，2011年荣获美国数学
建模大赛一等奖。

王鸿

2009级理科综合一班学生，2009年荣
获第二届“综合班杯”辩论赛一等奖，
2010年荣获校数学建模竞赛一等奖，
2011年荣获美国数学建模比赛一等
奖。

乐于学问，善于启发

智力、毅力和体力的三重考验

4月6日，2011年美国数学建模竞赛成绩
揭晓，2007级理科综合一班的谢勉群和2009
级理科综合一班的王鸿获得一等奖。记者有
幸采访了这两位同学，回顾他们的竞赛之
路。

谢勉群：数学建模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

2010年，已有全国赛经验的谢勉群选择
挑战自己，参加美国数学建模大赛。但是，
仅获得安慰性质的三等奖。为了不留下遗
憾，谢勉群再接再厉，继续参赛。这次，他
收获了成功——一等奖。

有人说，参加数学建模大赛的完美组合
是“扎实的数学基础+熟练的计算机能力+流
畅的论文表达”，谢勉群的团队正是如此。
他说：“我们组有两个同学的数学基础扎
实，另外一个师弟编程能力强。基本上我们
想模型，师弟去用程序实现，所以配合得比
较好。而且我们都过了英语六级，英语论文
写作问题不大。”

在他看来，查资料是最重要的环节。
那种“一切都是自己从头做起”的想法是不
太现实的，一方面时间不允许，另一方面精
力也不够。所以，比较有效的办法是，找到
合适的资料加以修改、应用，形成自己的东
西。只要资料合适了，其余都是水到渠成的
事情。

美赛翻译过程是难点之一。他们借助翻
译软件并采用一人翻译、两人校对的方法。

在合作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分歧。谢
勉群认为，出现分歧应先讨论，互相说服对
方。如果无法说服，就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
做。若都能成功，那么可以变成两个模型，
这是理想的结果。但是如有一方失败，则说
明这个想法不可行。这样一来，既可以节省
时间又不至于影响团结。

“此次参赛，最大的磨练在于意志，考

验参赛队伍能否有坚持下去的意志。”谢勉
群说道。有队伍在参加校赛时弃权，因为确
实无法做下去。遇到困难时人是很脆弱的，
一旦队伍里面有人打退堂鼓，就很可能前功
尽弃。参加这么多数模比赛之后，他认为，
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遇到困难的时候能不
能再坚持下去。能坚持下去的，最后都能取
得成功。

谢勉群最后分享了自己的参赛体会：其
实数模比赛没有想象中那么神秘，也没有大
家想象中那么难。希望大家不要畏难，积极
参与，勇于坚持，一定有所斩获。

王鸿：只要是你想要的，就应该坚持

“感觉豁然开朗，那四天总算没白
熬。”当王鸿获知自己取得数学建模美国赛
一等奖的消息时，正在上课的他心情澎湃。

“我对数学建模比较感兴趣，而参加
数学建模是对自己能力的锻炼，所以我参加
了。”王鸿告诉记者。美国数学建模竞赛旨
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竞赛的试题要求参
赛者有独特的想法。在刚开始选题的时候，
小组就出现分歧，王鸿认为C题较容易，师
姐也想做C题，但同队师兄想选B题。三个人
的意见不统一，于是分别阐述自己的观点，
并共同研究试题的可行性。经过一段时间的
讨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王鸿和师姐选做
C题，师兄尝试做B题，两条路一起走。两天
后，师兄发现B题没有更好的想法继续，于是
转头和小组成员共同完成C题——“建立电动
汽车广泛使用对于环境社会、经济和健康影
响的模型。”

选题确定后他们立刻转向解决试题的准
备。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分工合作，王
鸿负责提出看法，并写论文。他们一有好的
想法就立刻提出，在讨论中不断擦出思维的
火花。

比赛期间，他们不断地查找文献，进
行思维拓展。“在短时间内，很难与自己所
学的知识进行比较，跟之前模型进行类比也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要不断地刺激自己
的大脑。当发现自己的想法经过验证确实
可行时，心里无比激动，仿佛看到了希望的
曙光。有时纠结一个问题，就寻求队友和老
师的帮助，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思路。”王鸿
说。

在这四天四夜里，他们除了吃饭睡觉，
几乎都在查阅文献，创建模型，编制程序，
写论文中度过。王鸿说，每天能睡五个小时
已经是很好的休息了，在写论文，查找文献
的时候就自然不会犯困。确实困了就找零
食，再苦再累也要熬下去，一定要凭着坚强
的意志才能走下去。这场比赛，是对参赛者
智力、毅力和体力的三重考验，无论有多难
熬，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参加这类竞赛，比
的就是团队的整体水平。在数学基础、编程
能力、论文写作三方面虽然王鸿的队伍不是
黄金组合，但他们通过高效和谐的团队合
作，最终获得喜人的成绩。

成功绝非偶然。谢勉群和王鸿的经历
告诉我们，除了知识基础，思维的创新很重
要，团队合作和坚强意志也不能忽视，正是
这些因素让他们在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
优异的成绩。

美国数学建模竞赛为期四天。在四天
的参赛时间内，参赛者可以使用计算机、软
件包、教科书、杂志和手册等资源。比赛时
要求就选定的赛题，每个队在连续四天的时
间里写出论文。论文内容包括：问题的适当
阐述，合理的假设，模型的分析、建立、求
解、验证，结果的分析，模型优缺点讨论等
方面内容。

数学建模重视的是思想，而程序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不要因工具而忽略了本源。
二等奖  陈恩恩  2009级理科综合一班

  
学会思考，学会选择。思考的目的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感受思考过程，拥有这种能力；选择没有好坏之分，而在

于自己的态度是勇敢面对，还是消极逃避。                        
  
组建一个好的团队是建模成功的先决条件，优秀的团队不仅需要分工明确，而且需要互相信任与协调合作。

二等奖  曾志伟  2008级理科综合一班 

记者/黄美欣 整理/肖君萍

数学建模
获奖者与
我们分享
的一句话

二等奖  郑晓芬  2009级理科综合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