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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不太喜欢和别人交流
最爱听收音机里的新闻

接受采访之后，知道自己火
了吗？面对记者的疑问，韦东奕一
上来先解释：“有些人也对我说过
这个事，我感觉是挺奇怪，也不知
道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

根据视频画面，韦东奕一手
提着馒头，另一只手还拎一瓶矿
泉水。据回忆，他的一日三餐在食
堂吃，当时怕第二天起得晚，就提
前买些馒头和包子，手里提的正
是第二天的早餐。

“我并不喜欢接受采访，当时
是随机碰见的。”让韦东奕感觉困
扰的是，因为突然受到关注，最近
有很多人联系他，有的甚至还发
来邮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
复，我知道什么事情只要传播出
去，都可能会有不好的影响。目前
别人对这件事怎么理解的，我也
不知道。”

虽未谋面，但朴实、单纯、有
一说一，是这个29岁小伙子留给
记者的第一印象。

5月31日早上，北京下了一场
小雨。待在宿舍里的韦东奕，通过
电话接受了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的专访。

大家知道韦东奕，是因为
他取得的突出成绩，以及他对
数学到了一种几近痴迷的境
界。而他最初喜欢上数学，是在
小学一年级。“当时我看了《华
罗庚数学学校》的书，感觉这本
书写得挺有意思，就喜欢上了
数学。我喜欢看题，不一定所有
题都得做出来，因为我更喜欢
思考。”

因为担任着北大助理教
授，韦东奕每周给学生讲1-2节
课。有媒体报道，韦东奕入读大
学后，逐渐从竞赛界的传说成
为数院乃至北京大学的传说。
据称大一刚开学不久，有一次
习题课由韦东奕讲课，他讲完
后，没听懂的大家请教授再讲
一遍。教授却微微一笑说：“不
行，我也没听懂……”

而谈及自己的课程，韦东奕
坦诚地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听着
怎么样，有些人说讲得还行、上课
还行。”

抛开网友对韦东奕“学神”的
称呼，生活中的他也是个特别之
人。韦东奕告诉记者，他从不吃
肉，因为觉得不好消化；为让头脑
中的排位赛靠前一点，他会将空
调遥控器束之高阁；为了省电，他
很少在宿舍里用灯。

“本科的时候喜欢看电表，我
会把电表当成比赛。为让宿舍里
剩的电多一点、排位稍微靠前一
点，就不希望用空调了。”韦东奕
解释道，由于宿舍大都四个人，当
天气很热的时候，宿舍也会开空
调。真正需要看东西的时候，也是
要开灯的。

在韦东奕的世界中，虽说他
不大喜欢和别人交流，经常自己
一个人待着，但却对收音机比较
感兴趣。“平时除了学习，我回宿
舍后基本一直在听收音机，主要
听一下新闻广播，这样就能获取
更多信息。”了解他的人说，韦东
奕最喜欢听着收音机到处走动，
他是个纯真善良的人，他是个永
远都不会撒谎的人。

高中两次国际奥赛拿满分
北大、哈佛伸出橄榄枝

透过视频，有网友直言很难
将其与北大老师结合在一起。但
就是这样一位在常人眼中“看上
去与北大格格不入”的人，曾因国
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的两次金
牌，让他惊艳了整个国际数学竞
赛，还引得哈佛大学和北京大学
伸来橄榄枝。在争抢人才的时候，

哈佛大学甚至表示，“只要韦东奕
愿意来，可以直接免掉他的英语
考试”。

就在大家以为韦东奕会前往
国外深造时，他却毅然留在了北
京大学，并在这里读完了硕士，只
用三年半就拿到博士学位。2019

年，完成博士后工作的他，成为北
大数学系的助理教授。

让韦东奕一战成名的，是他
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上的惊
人表现。2008年，年仅16岁的他，
因为在第4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竞赛中获金牌而备受关注。13年

前，韦东奕曾向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描述了竞赛时的场景：来
自世界各国的500多位选手坐在
一个大考场里，竞赛进行两天，每
天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选手
要在4个小时里完成3道大题。他
因为6道大题全部做对而获得满

分。
一年后，韦东奕带着他的光

辉战绩——— 中国数学奥林匹克竞
赛满分、国家队集训历史上唯一
一个满分，参加了第50届国际数
学奥林匹克大赛。在这场比赛上，
韦东奕更是以1：7的时间比，“击
败”了7岁自学微积分、12岁拿到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大赛金牌的数
学竞赛史传奇陶哲轩。陶哲轩受
邀解答压轴的第6题，用了足足7
个小时，而韦东奕在比赛中仅用
时1小时。值得一提的是，那一年，
韦东奕才上高二。

让韦东奕声名大噪的，是他
大三那年在“丘成桐数学竞赛”中
碾压般的表现。有媒体报道，丘成
桐数学竞赛光是考纲就有58本
书，涵盖内容是清北数学系教材
的三倍，而就算是开卷考书上的
原题也很难。而韦东奕竟然钻研
透了这58本书，一举拿下除代数
外，“分析、几何、概率、应用”四项
金奖及个人全能金奖。据公开资
料，29岁的韦东奕已经发表了近
30篇论文，其中多篇发表在国际
一流期刊上。

大家眼中所谓“怪人”
或许将来真能改变世界

在北大数学系，有关于他的
简单介绍：2014年获得北大学士
学位；2018年获得北大博士学位；
2017到2019年，北京国际数学研
究中心博士后；2019年12月之后
留校，担任助理教授。

众所周知，韦东奕曾发表过
近30篇论文，但这些科研成果的
价值究竟有多大呢？针对这个问
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专门
采访了致力于数学研究领域的专
家。

早些年在数学竞赛现场，韦
东奕就曾给山东大学数学学院教
授、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山东赛
区负责人张天德留下了深刻印
象。在张天德的印象中，这位话不
多的小伙子，在数学领域的影响
力是不错的。

但即便如此，张天德还是忧
心，除了数学之外，韦东奕在包括
生活自理能力等其他方面都略有
欠缺。“但陈景润当年不也这样
吗？单从数学水平来看，肯定是同
龄人单靠努力达不到的水平。他
就是一个大男孩，平时咱们身边
见不到这样的孩子，学校应该保
护他。”

山东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经
济学院党支部书记宋浩，曾在山
东大学、中国科学院深造过。据他
介绍，如果你去过纯理科的大学
校园，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和我
们想象的不一样。“中科院的学
生，从教学楼出来背个包、拿支
笔，就开始在课本上解题。当你到
了这样的氛围，会感觉这种状态
非常正常。”

宋浩指出，外界可能真不知
道，韦东奕这样的人智商到底有
多高，所以外界有批评声音也是
正常的，因为大众对于拥有流量
粉丝的帅哥美女见多了，乍一看
感觉这个人挺奇怪的。但就是他
们眼中所谓“怪人”，或许将来真
的能改变人类命运、或者是真正
能够改变人类世界的。

作为一个专注于数学教科
研、深受学生喜爱的青年教师，宋
浩在谈及韦东奕时“赞不绝口”。

“他应该是天才中的天才，这没有
什么好争议的。他的论文也很厉
害，现在毕业才几年，论文就已经
发表了近30篇，其中不乏一流期
刊，这是非常牛的。”

在宋浩看来，韦东奕参加的
这些比赛经历，简直就像神话一
样。“他所有参加的比赛都是最高
级别的，非常非常难。在基础学
科，数学竞赛是作为国家整体
数学能力的象征，因此所有国
家都很重视，因为数学水平的
高低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整体科
技的实力。”

拿着馒头和桶装水接受采访，北大数学大神走红

不知者谓其怪人
知之者称其天才
“加油，欢

迎来到北京大
学。”近日，一
条29秒的视频
被各大网络平
台疯转。之所
以备受关注，
不仅因为受访
者为高考生加
油打气本身，
还因为手提馒
头矿泉水、衣
着朴素的他，
脱口而出的北
大助理教授身
份和成绩，让
不少观众大跌
眼镜。

视频中的
这名男子名叫
韦东奕，他自
我介绍为：北
京大学数学系
2 0 1 0 级 本 科
生、20 1 4级研
究生，高中数
学联赛山东省
冠军，拿过数
学奥林匹克金
牌，也因此被
保送北大。5月
3 1日上午，齐
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采访
到了韦东奕本
人，试图通过
他的讲述、身
边人的回忆，
去还原一个真
实立体的韦东
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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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师附中张永华老师
曾担任过韦东奕的班主
任、教练。在他从教的30年
里，韦东奕就是一个特殊
的存在。“他就是个天才。”
虽说在韦东奕上北大之
后，师生之间的联系少了
些，但一提及往日的这位
学生，张永华还是忍不住
感慨，“他对数学的感觉，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山
东省都找不出第二个人，
在全国也很少见。”

韦东奕尚在读高中时，
张永华就曾评价其为“天分
和行为都颇似陈景润”的数
学才子。

回忆起这个特别的孩
子，张永华更希望他在优秀
人品和科研能力之外，还能
拥有健全的性格和有质量
的生活。“为培养他的这种
能力，中学让他当过小组长
和数学课代表，他平时会找
同学和老师收发作业。通过
一段时间的锻炼，能明显感
受到他的提升。”张永华介
绍，韦东奕父母都是山东建
筑大学教授，因为孩子自理
能力比较欠缺，母亲曾专门

请假去北大陪读两年。
韦东奕在数学方面极

具天赋，却不得不说这位数
学才子在人际交往和生活
自理能力方面需要弥补。说
到这里，张永华有些着急，

“我担心北大都是些状元，
他的朋友同事肯定会少一
些。如果有朋友能帮他规划
一下，如果能把这样的人才
利用起来，他绝对能给国家
作出很大贡献。他随便一参
加国际大赛，只要参加就是
金牌，只要参加就是第一，
国家真的太需要这种数学
人才了。”

“他现在整天讲课，以
他的风格一讲一两个小
时，能写五六块黑板。”偶
尔，有学生也会给张永华
发韦东奕的讲课视频。每
当这时候，张永华在欣慰
的同时，也想请北大导师
帮韦东奕规划一下，“不能
光让他讲课和比赛，不要
把他捧在一个很高的位
置，因为他也需要朋友，需
要和别人聊天。”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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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韦东奕（左二）获第49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韦韦东东奕奕在在给给学学生生们们上上课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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