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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挂的人生！ 北大 80 后教授
获“未来科学大奖”
9 月 9 日，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第二届“未来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 清华大学教授、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量子通信
卫星“墨子号”首席科学家潘建伟，北京大学教授许晨阳获奖，分别获得 100 万美元奖金。而 1981 年出生的许晨阳更是一位“大神”人物！人民日报官方微
博这样形容他获奖：“开挂的人生！ 北大 80 后教授获未来科学大奖数学奖，奖金 100 万美元！ 刚刚，被誉为‘中国诺贝尔奖’的未来科学大奖揭晓，数学与
计算机科学奖授予北京大学许晨阳教授，表彰他对双有理代数几何极其深刻的贡献。 许晨阳是 80 后，34 岁就受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 年获著名的
‘ICTP 拉马努金奖’。 ”

许晨阳
从懵懂少年到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

1999 年， 许晨阳凭借优异的竞赛成绩进
入北大。 大学数学仿佛给他打开了新世界的
大门，大学数学着重于概念、看待问题的方
式， 思维层次和抽象程度要比中学高出很
多，充满了思考性的挑战，这深深地吸引了
他。 少年时代对于数学的朦胧爱好变得越来
越清晰，不仅仅将数学当成工具而是作为研
究对象的想法便在许晨阳的脑海中慢慢明确
了下来。
许晨阳本科只用了 3 年便提前毕业了。
本科毕业后，许晨阳在北大读了两年硕士。 这
期间，他读了一些代数几何学家的经典论文，
也试着领悟高深的数学思想。 在此期间，他的
独立研究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培养和锻炼，
为深造做好了准备。
为了对代数几何有更深的了解， 同时希
望能进一步增加自身的见识， 许晨阳选择了

奔赴大洋彼岸，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继续他
的学习和研究。 博士毕业以后，许晨阳来到麻
省理工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博士后期间，
他和著名代数几何学家 Hacon 和 McKernan
建立了一般型对数典范偶的有界理论， 并利
用该理论解决了一系列长期悬而未决的著名
代数几何猜想。 这些成果标志着许晨阳作为
国际代数几何学界的一颗新星正冉冉升起。
成长和蜕变从来都伴随着艰辛甚至是痛
苦。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许晨阳经历了很长时
间的寻寻觅觅：做什么问题？ 什么是好的数学
问题？ 怎样才能走到学科的最前沿？ 虽然博士
毕业后他找到了很不错的博士后工作， 可是
他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不满意， 以至于
竟然“不好意思参加博士毕业典礼”。 幸运的
是，他坚持了下来。 从做 Ph.D 开始进入高维
代数几何这个领域， 许晨阳不断阅读文献,寻
找问题，苦苦求索，最后真正进入了高维代数
几何的最前沿。
在自己的国家可以做出更好的成果

学生时代， 在北京大学就读的许晨阳

便立志从事代数几何方向的研究， 并渴望
有朝一日能帮助国家建设自己的代数几何
学派。
2012 年，许晨阳入选第一批中组部“青年
千人计划”。 在回国之前，许晨阳给很多同在
美国的优秀数学家朋友写了一封邮件：“我本
周已从犹他大学辞职，并将全职回国。 ”平静
简短的话语显示了许晨阳对回国的坚定信
念， 却在朋友中激起了千层浪， 在多数人看
来，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并称他为“pioneer
（先驱者）”。
2012 年，31 岁的许晨阳成为北京国际数
学研究中心第一位副教授， 这是他的母校北
京大学一个新设的机构。 随后的 5 年，许晨阳
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 成长为代数几何领域
的领军青年数学家。
许晨阳一直相信，能保持这样的创造力，
和回国以后周围的环境， 特别是北京大学民
主科学的传统、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对科
学研究的尊重以及宽松的学术氛围有着重要
关系。 当他遇到那些仍然在国外、犹豫是否应

该选择回国的青年学者的时候， 他总是以自
己的亲身经历鼓励他们：“回到祖国， 不仅仅
不会影响自己的研究， 很多时候还能做出更
好的更有创造性的成果。 而这种在自己的祖
国做出优秀工作的成就感， 是其他任何感觉
都不能取代的。 ”
人民日报官微说许晨阳有“开挂的人
生”，这一说法的确没错。 2013 年，许晨阳便被
北京大学破格提升为教授。 他还曾先后获得
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
部 2015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等。 荣誉接踵而至，然而在许晨阳自己心中，
他只是个“数学工作者”，他始终执念的是如
何做好数学， 如何推动代数几何学在中国的
发展。
未来科学大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得主
揭晓后，许晨阳发表获奖感言时表示，获奖更
加鼓励了年轻人的意志， 并提出将拿出部分
奖金用来鼓励年轻人。
（综合《重庆晨报》、新华网等）

“中国首位 00 后 CEO”李昕泽背后的故事
读初三成立“00 后第一公司”
严，后来却发现他对父母的安排并不情愿，到
近日，小米 CEO 雷军的两条微博点赞转发，让 17 岁少年
两年前， 在读初三的李昕泽成立了河南
现在都在抱怨，甚至在叛逆期时还提出辍学。
李昕泽（右图）一夜之间红透网络。 这个 00 后少年，尚未踏出校
至此， 他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教育模式是不是
洛阳某网络科技公司，自称“00 后第一公司”。
园已成立公司两年，当起了
“
CEO”。 因将三四十岁的人称为
“
老
该公司主要从事电脑桌面、APP、 浏览器等产
出了问题。
到了第二个儿子李昕泽，他们便改
一辈”等言论，他遭到了不少网友的恶语相向，同时也“一夜成
品开发，号称麾下有 300 名员工，遍布全国各
变做法不再说服他。
名”，被媒体称为
“
中国首位 00 后 CEO”。 那么，这个让雷军点赞
地，通过网络办公，员工基本都是 00 后，最小
关于儿子创业，肖蓓说，其实直到现在夫
的 00 后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创业故事？
的仅 11 岁。
妇俩对于儿子在做什么都不了解， 甚至算不
记者联系上李昕泽时，他在俄罗斯，正独 理性看待世界，在未来我感觉是很实用的。 ”
上支持， 工作上的事情儿子也基本上不会和
“做一个像微软苹果一样的伟大公司”
他们交流。“父母的干涉其实没什么作用，他
自一人前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办理留学手
李昕泽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世界第一青
埋藏在心里的种子别人扑不灭的， 以后还要
续。 对于自己的走红，李昕泽既不否认有雷军
的功劳，也不避谈自己因“口出狂言”遭受的 少年开发公司”，虽然有一个办公地点，但李 学生一起创办了一家小型工作室， 做游戏模 重新再走一遍。 ”
虽然也担心李昕泽因年龄太小做错事导
— 昕泽口中“遍布各地”的员工基本上都不会出 组。 当时他只是单纯的想把工作室发展成“厉
网络热议。“
我看过印象最深刻的评论是——
这个孩子要是走正道必成大器， 要是不走正 入公司，而是利用业余时间网上办公。 考虑到 害的”工作室，而现在想的是“做一个像微软 致家人担责，但想着毕竟是男孩子，如果凡事
道必坐牢里。 ”李昕泽说，还有很多类似的评 这种形式不太正规与专业，李昕泽称，如果后 苹果一样的伟大公司”。 他说：“伟大指的不仅 都让他束手束脚的，对他的发展也不算太好。
论以及无厘头的怒骂，但他并不在意。“成王 续有谈妥的投资， 他将把一部分钱用于建立 是对中国人， 说大点、 装一点就是对全人类 “早点受挫折他将来还能改变，但要是等他成
败寇，要是我成功了，就不是狂妄；要不成功 实体工作室，分布在几个人口比较多的省份， 的。 中国必须出一些全球级的企业，我们的国 年以后重新再走这条路的时候， 就已经定性
我这就是狂妄，这就要看运气了。 ”
“虽然这需要的资金很多，但是对于那些投资 际地位国际实力必须要和我们企业、 商业相 了，撞了南墙都不一定回头。 现在还没成熟就
匹配。 ”
能调整，早一点摔跤就早一点爬起来。 ”虽然
这次去俄罗斯学习哲学是李昕泽自己的 人来说是九牛一毛。 ”
采取“放养政策”，“什么都由着儿子”
选择。 虽然选择的专业与他成立的公司性质
李昕泽说， 那些投资商之所以看中他的
儿子现在火了，但肖蓓表示谈不上骄傲，只是
对于李昕泽，他的妈妈肖蓓说，他们采取 对儿子的省心感到宽慰。 虽然看不明白儿子
完全不符，但他说，通过上网查询，他发现“很 公司，是因为“情怀”二字。“他们觉得投我们
的基本上是
“
放养政策”。 之所以“什么都由着 学哲学、做公司有没有前途，但还是不想打击
多公司高管都是学哲学出身， 而且学哲学的 就像是投‘情怀’一样，他们应该帮助我们做
儿子”，
她解释称是吸取了教育大儿子的教
他，“孩子这么小， 你父母不支持他谁还能支
人普遍领导能力更高一些， 更何况现在商科 大，让这个公司变成一个伟大的公司。 ” 2014
（来源：红星新闻 李琴 / 文）
都已经烂大街了，哲学可以修养身心，让人以 年， 正读初二的李昕泽和一个小学六年级的 训。 他们的大儿子 30 多岁了，从小管得特别 持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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