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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中国代表队在国际奥数

竞赛中夺得世界第一！刚刚带队回国

的华东师大数学教授熊斌向记者介绍

佳绩之余也道出一个现实问题：学奥

数的本意是用来激发孩子对数学学科

的兴趣，拓展孩子在逻辑思维、推理、

计算等方面的能力。但奥数实际只适

合那些学有余力、有数学特长的学生，

而这种学生一般仅占到5%。当下奥数

过热，有着无奈的大环境。

国际奥数竞赛中国夺世界第一
第54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于201 3年7月1 8日至28日在哥伦比

亚圣玛尔塔举行，来自97个国家及地

区的527名学生参加，熊斌率领的这

支奥数国家队最终以208分获得团体

总分第一名，6名队员共获得5枚金牌

和1 枚银牌。这一战绩创下这届大赛3

项第一：团体总分第一、金牌总数第

一、个人总分并列第一。其中，有2名

队员来自上海，均夺得金牌。

根据比赛规则，每支代表队派出

不超过6名选手，在2个比赛日中各自

独立完成一张试卷，每张卷子3道题，

每题7分，但解题过程长达4个半小

时。多国评委又用3天时间阅卷，评定

个人和团体成绩。在“ 双卷42分制”

中，得分达到31 分才能获得金牌，今

年只有8.5%的选手摘金。此次，中国

选手平均成绩34.67分，上中高三学

生刘宇韬以41 分，与韩国选手并列取

得第一，还有两名中国选手的成绩排

在全体选手前十。

据介绍，来自上海的2名学生现

均已被保送进了北京大学。

本该用来激发孩子对数学兴趣
奥数竞赛的佳绩，也让外界对究

竟什么是奥数产生了浓浓的疑惑和

好奇。

奥数究竟是什么？和平时的数学

课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从1 988年开始

当国家队教练，在最近1 0年里当了7

次国家队领队，1 次观察员，可以说，

熊斌对奥数的理解十分冷静和纯粹。

他指出，其实大多数家长和老师都不

一定很清楚，仅仅就是觉得那些思路

比较新、怪，难度比较大的所谓难题、

偏题才是“ 奥数”。

其实不然。奥数仍然是属于数学

这一门学科。熊斌指出，奥数实际上

就是平常数学课上所不讲、也没时间

去讲的一些数学分支的基础内容，比

如图论、组合数学、数论，以及重要的

数学思想，比如化归思想、构造思想、

特殊化思想、归纳、算两次等等。

“ 这些领域的基本方法和简单应

用是不需要专门的数学工具的，而且

带有很强的趣味性和游戏性，这些方

法对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拓展他们

的思维和知识面很有帮助。”熊斌认

为，学奥数的本意是用来激发孩子对

数学学科的兴趣，拓展孩子在逻辑思

维、推理、计算、空间想象等方面的能

力。

仅5%的学生适合读奥数
既然奥数有着这样的非凡魅力，

是不是适合所有的小孩？答案或许让

很多人觉得“ 好失落”。熊斌说，这种

学生一般仅占到5%。

在他看来，奥数适合学校课堂上

的数学学得相对比较扎实，学有余

力，且对数学有一定兴趣的学生。此

外，适合学奥数的学生之间是有差别

的，奥数学习也必须分层次、分难度，

根据不同的学生安排不同的内容和

难度，因人因地因时而宜。

奥数并不是“ 提前学”，更不是

“ 数学中的杂技”，本质就是课堂外

的数学，既是课堂的提高和深化，又

是拓展视野的数学园地。因此，熊斌

不赞成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平时数

学课都没有学得比较好，那么，学奥

数无异于多花时间、花力气、花大钱

还是于事无补。

据介绍，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研究

中心下一步可能争取推出一个测试

评估体系，一个孩子是不是适合学习

奥数，通过测试评估，或可以起到一

些参考预判的作用。

不该成“ 小升初”的敲门砖
如今，熊斌的另外一个新职务是

华东师范大学新任招生办主任，对于

奥数的过热、奥数的异化也有着自己

的看法。

对于奥数热，与奥赛一度是选拔

人才的捷径分不开。每年，北大清华

都会让很多奥赛金牌学生免试入学，

而全国各地的重点中学也纷纷用奥

赛成绩作为入学测试的标准之一。据

介绍，这些年，全国奥赛已经逐年取

消了高考加分，保送名额也从过去的

1 200人逐年减少，明年，这一数值将

减少到60人。熊斌看来，这是一件好

事：给过热的奥数降降温，不仅是在

给普通孩子“ 松绑”，还能真正吸引

那些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继续探究

数学奥秘。

可以看见，以“ 奥数”作为升学以

及选拔人才的标准必然会来带副作

用，令参加奥数的初衷走向了反面。

“ 孩子累，家长也苦。”熊斌感叹说。

青年报记者发现，由于取消了高

考奥赛加分政策，高中阶段的奥数热

其实没有小学阶段这般热。一位小学

三年级学生的妈妈叹苦经说，为了两

年后的“ 小升初”，自己也只能随波

逐流，无奈为孩子报读了奥数班，班

级里就有超过7成的小朋友都在学。

一些民办学校校长也坦言，在“ 小升

初”综合素质评价里，数学的权重考

察最大，这是因为数学最能拉开学生

之间的差距，通过奥数选拔好的生

源，3年后学校就有好的升学率。此

外，虽然市教委有拒收证书、禁止考

试等规定，但民间的考察总是“ 下有

对策”，通过“ 口头奥数”仍可变相探

察出学生的实力。

“ 家长在顺应环境的同时，应当切

合孩子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人为地加

重孩子的负担。”熊斌十分不愿看到奥

数变成“ 小升初”的敲门砖，他劝诫说，

一定要理性对待奥数，欲速则不达。

感动上海十大人物
评选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为充分发

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凝聚实

现中国梦的精神力量，由中共上海市

委宣传部、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主办，解放日报报业集团、

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广播电

视台、东方网承办开展的第三届“ 光

荣与力量———感动上海年度十大人

物评选活动”8月5日启动。

201 2 年 8 月 至 201 3 年 7 月 期 间

《 走近他们》典型宣传栏目刊播的先

进典型，上海市申报第四届全国道德

模范的候选人，201 2年度上海市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好人好事获奖者，以及

本市在全国产生较好反响的先进典

型，共65个先进典型作为基础候选

人，广大市民也可结合实际和本市开

展的“ 身边的感动”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积极推荐其他候选人选。

集中评选活动从8月5日至8月1 4

日。在此期间，本市主要新闻媒体将

集中宣传评选活动。《 解放日报》8月

5日、《 新民晚报》8月4日刊登“ 感动

上海年度十大人物评选”专版、选票；

东方网（ www.eas t day.com）8月5日起

在首页设置评选专题；上视新闻综合

频道8月7日1 3:35播出基础候选人介

绍专题片，8月1 1 日1 1 :27重播。8月5

日至8月1 4日，东方卫视、上视新闻综

合等频道和上广990、东广新闻台等

频率将滚动播出评选活动宣传片。

在集中评选活动结束后，本市将

于9月20日全国“ 公民道德宣传日”

前后揭晓“ 十大人物”。

新毕业生办居住证
暂不需交社保证明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上海市教

委发布201 3届应届普通高校非上海生

源毕业生申领《 上海市居住证》方案。

考虑到应届毕业生实际情况，201 4年

1 月31 前，毕业生持《 高等学校毕业生

进沪就业通知单》第二联，可以不提供

社保满6个月的证明，就能办理居住

证，其他材料按《 居住证管理办法》规

定的“ 新办居住证”要求提供。

“ 新办居住证”中明确提出要提

供交6个月社保证明，对此，部分应届

毕业生可愁坏了。对此，经协商，201 3

年非上海生源毕业生办理居住证仍

采取“ 老人老办法”这一过渡方案。

应届毕业生可持《 高等学校毕业

生进沪就业通知单》（ 第二联） 到现

居住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申办

《 上海市居住证》。所需携带的其它

材料包括：身份证（ 第二代身份证需

正反两面复印）（ 原件及复印件）；拟

在现居住辖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住所

证明：6个月以上的劳动合同（ 从事特

殊工种的还须提供上岗证书）（ 原件

及复印件）；如系投资开业的，需提供

本人企业营业执照；本人个体工商执

照（ 原件及复印件）；填写完整《〈 上

海市居住证〉申请表》。

鉴于应届毕业生实际情况，毕业

生在申领居住证时，可以不提供社保

满6个月的证明。具体申领办法以居

住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公布的

要求为准。

国家队获奖归来 领队感慨奥数进入误区

5%人的游戏却成“ 小升初”必读
这些年，全国奥赛已经逐年取消了高考加分，保送名额也从过去的1200人逐年减少，明年，这一

数值将减少到60人。在熊斌看来，这是一件好事：给过热的奥数降降温，不仅是在给普通孩子“ 松
绑”，还能真正吸引那些对数学有兴趣的学生继续探究数学奥秘。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