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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数学建模竞赛论文的评阅要求和近年 来 参 赛 论 文 的 实 际 情 况，首 先 简 要 介 绍 了 科 技 论 文 的 写 作

规范，然后详细说明了竞赛论文的写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可供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的学生和指导老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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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已进入第２６个年头了，２０１６年已达到了１　３６７所院校的３１　１９９个参赛

队，现已成为名副其实的面向全国高校大学生最大规模的科技竞赛活动。这一赛事也逐步向国际开放，
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生参加竞赛。随着数学建模教学、应用研究和竞赛等活动的不断深入，参与

面越来越广，大家的水平也都普遍地在提高，尤其是竞赛的规模越来越大，还有继续增加的趋势，同时也

显现出一些倾向性问题，特别是竞赛论文的写作质量值得我们关注，尤其要避免数学建模竞赛论文写作

的“形式化”“公式化”和“模板化”。具体包括：

１）论文中将数学建模过程“形式化”，无形中数学建模似乎自然形成了一个“标准化”的过程，千篇一

律，同一题的论文全成了相似形，失去了对建模问题研究解决的针对性。

２）论文中建模方法和模型应用的“公式化”，不分场合地直接“套、搬、抄”现象明显，建立数学模型似

乎也成了套公式。

３）数学建模竞赛论文的“模板化”，即数学建模竞赛论文似乎也形成了“标准套路”，甚至有了“通用

模板”，无论什么问题、什么方法、什么模型和结果都可以套用，论文的写作似乎成了做“填空题”。

诸如此类的现象，显然不利于数学建模和竞赛活动的发展，如何避免这些问题，怎么样才能让数学

建模活动健康有序地发展，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做贡献，这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我们要

立足于通过数学建模让更多学生受益，应该更多地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避免这些倾向性的问题。
数学建模竞赛论文是竞赛等级划分和评奖的唯一依据，其内容是参赛者所有工作的集中体现，相应

论文的结构形式、内容的组成、格式的规范性和表述的清晰性是论文水平的重要体现，论文的写作质量

直接影响到竞赛的评奖结果。因此，数学建模竞赛论文的写作方法是数学建模学习实践过程中的重要

内容。数学建模竞赛论文属于科技论文的范畴，应该执行科技论文的写作规范。

１　科技论文的写作规范

《科技论文的写作规范》（ＧＢ７７１３－８７）［１］规定科技论文一般包括８个部分：论文题名、论文作者、摘

要、关键词、引言、正文、结论和参考文献等。

１）题名

题名又叫题目、文题、标题，是科技论文的中心和总纲，应准确恰当、简明扼要、醒目规范、便于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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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够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内容。中文题名一般不超过２０个字，必要时可以加副题名。题名应避免使

用非公知公用的缩写词、符号和代号等，尽量不要出现数学公式和化学式。

２）作者署名

作者署名是文责自负和对论文拥有著作权的标志，同时便于读者与作者联系。署名包括工作单位

及联系方式，工作单位应写全称，并包括所在城市名称及邮政编码。

３）摘要

摘要是对论文的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是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通常字数在２００～４００
字之间，主要内容包括：研究工作的内容、目的及其重要性；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结果；研究结论与意义，
以及作者的新见解等。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短文。一般无需分段，不用图表和

非公知公用的符号与术语，不得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序号。英文摘要一般与中文摘要内容一致。

４）关键词

关键词是为了满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而从论文中选取出的，能够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单

词、词组或术语，一般每篇论文标注３～８个。尽量选用规范的词语，如科学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地名、人
物、文献、产品及重要数据名称等。

５）引言

引言又称前言、导言、序言、绪论，它是一篇论文的开场白，写在正文之前。引言的主要内容包括研

究工作的主要目的、范围，即为什么写这篇论文和要解决什么问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的理论基

础、技术路线、实验方法和手段，以及选择特定研究方法的理由；预期的研究结果及其意义等。引言应言

简意赅、内容突出、文字精练。引言不要与摘要雷同，不要写成摘要的注释。通常引言可以不标序号，也
可标为“０”。

６）正文

正文是科技论文的主体，即为引言之后和结论之前的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内容。正文可根据研究内

容通过子序号和分标题分出不同的层次和段落。
（ｉ）层次标题

层次标题是论文正文中不同层级的分标题，分标题要简短明确，贴切（合）内容，同一层次的标题应

尽可能“排比”，即用词（或词组）类型相同（或相近），语义相关，语气一致。各层次标题用阿拉伯数字连

续编号，不同层次的数字间用小圆点“．”相隔，末位数字后不加点，加一空格，如“１”，“１．１”，“２．１．１”等。
（ｉｉ）图
图应具有自明性，不要与文中的表格和文字重复，要精心绘制，大小适中、线条均匀、主辅线分明、图

元规范。图中文字与符号要植字，大小应介于６号字至小５号字之间。坐标和标注单位符号齐全，图中

的术语、符号、单位等应与文中的表述相一致。图要按顺序编号，并有简明的图题，图号与图题置于图的

下方居中，通常字号比正文小一个字号。图在文中要有出处，一般随文字编排，但要放在文字后面，即先

见文字，后见图。
（ｉｉｉ）表格

表格的内容要具有自明性，不要与文中的图形和文字重复。表格要精心设计，项目栏中的标注要齐

全、详尽，不能省略。如果所有栏的单位相同，可以将单位标注在表格的右上角。表格中所用的术语、符
号、单位等都应与正文中所用的一致。表格应按在文中出现顺序编号，并有简明的表题，表序号和表题

放在表格上方并居中，通常字号比正文小一个字号。表格在文中要有出处，一般随文字编排，但要放在

文字后面，即先见文字，后见表。
（ｉｖ）数学公式

数学公式分文中公式和独立公式，文中公式与文字一起排，无需单独占一行，重要的或下文需要用

到的公式要单独占一行，即为独立公式，并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序号加圆括号居右。如果一个公式

需要断行，即用２行或多行表示时，则要在运算符号（＝，＋，－，×，÷等）之后换行。
（ｖ）量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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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母表示变量与常量，无论是用英文字母、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一律采用斜体，必要时可以在量

符号上附加角标进行区分。在表示量的数值时，其单位符号一律采用国际符号，并用正体。
（ｖｉ）数字

数字的使用按照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ＧＢ／Ｔ　１５８３５－１９９５执行。
具有统计和比较意义的数值整数、小数、百分比、分数等物理量值全部采用阿拉伯数字，世纪、年代、

年、月、日、时刻，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６日９时２０分４５秒等采用阿拉伯数字。对于大数，
在文中可用“万”“亿”两个词头，对于物理量量值采用科学计数法。

用汉字来表示数字的情况，约数和概数，如十几年，几十万分之一，三四个小时，七八十种，三五天，
用“多”“余”“左右”“约”等表示的约数，如十余次等，概数中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得加顿号，如四五米、
一千七八百元。表示并列关系的两个数字不是概数，中间应加顿号，如一、二等奖。季度和星期，定型的

词、词组等，如“十三五”规划。
（ｖｉｉ）外文字母

一般外文字母包括英文字母、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它有文种、大小写和正斜体之分。
通常物理量的单位、词头（如ｋｇ，ｍ，ｃｍ，ｍｍ，Ｐａ，Ｌ等），标准的数学函数（如ｓｉｎ，ｃｏｓ，ａｒｃｓｉｎ，ａｒｃｃｏｓ，

ｌｇ，ｌｎ，ｅｘｐ，ｍａｘ等），通用的数学常数符号（如ｅ，π等），运算符号（如Δ，∑，∏，ｄ，∫等），化学元素、粒子

和射线符号（如Ｃ，Ｈ，Ｃｕ，ｅ，ｎ，Ｘ射线，α射线，γ射线等），酸碱度ｐＨ等，全部采用正体字。而物理量（如

ｖ，ａ，Ｉ，Ｖ，Ｗ，ｔ等），数学中的变量、向量和矩阵等（如Ｘ，Ｙ，Ｚ，Ａ，Ｂ等），坐标系符号（如ｏ，ｘ，ｙ，ｚ）等，全

部用斜体字。
（ｖｉｉｉ）标点符号

论文中标点的使用遵照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ＧＢ／Ｔ　１５８３４－１９９５执行。文中的标点符号应正确

使用，忌误用、混用，中英文标点符号应加以区分。凡不宜使用顿号、分号和冒号的地方可以使用逗号，
顿号内不能含逗号及分号，分号之内不得有句号，冒号之后不要再用冒号。

７）结论

科技论文一般在正文后面要有结论。结论是实验、观测、计算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的逻辑发展，是整

篇论文的总论点，也是将实验、观测、计算的数据结果，经过判断、推理、归纳总结等逻辑分析过程而得到

的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新认识，进一步得到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

８）参考文献

在科技论文中，凡是引用前人（包括作者自己）已发表的文献中的观点、数据和材料等，都要对它们

在文中出现的地方予以标明，并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表。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

标识如下：Ｍ—专著，Ｃ—论文集，Ｎ—报纸文章，Ｊ—期刊文章，Ｄ—学位论文，Ｒ—报告，Ｓ—标准，Ｐ—专

利；其他的文献类型都用字母“Ｚ”标识。
主要参考文献的格式如下（其中空格、标点照写）：
连续出版物：作者．文题．刊名［Ｊ］．年，卷（期）：起始页码－终止页码．
专著（或译著）：作者．书名［Ｍ］．译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论文集：作者．文题［Ａ］．编者．文集名称［Ｃ］．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学位论文：作者．文题［Ｄ］．所在城市：保存单位，年．
专利文献：申请者．专利名［Ｐ］．国名及专利号，发布日期．
技术标准：技术标准代号．技术标准名称 ［Ｓ］．
技术报告：作者．文题［Ｒ］．报告代码及编号，地名：责任单位，年份．
报纸文章：作者．文题［Ｎ］．报纸名，出版日期 （版次）．
在线文献（电子公告）：作者．文题［ＥＢ／ＯＬ］．ｈｔｔｐ：／／…，浏览日期．
光盘文献（数据库）：作者．文题［ＤＢ／ＣＤ］．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其他文献：作者．文题［Ｚ］．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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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参考文献”项目名称用小４号黑体加粗，在正文或附录后面空两行顶格排列；参考文献列表

内容另起一行顶格，排列顺序与文中引用标注次序一致，序号用“［１］、［２］、……”的形式编排。

２　建模竞赛论文的写作要求

虽然数学建模竞赛的论文属于科技论文，但根据数学建模竞赛的特点和评阅的需要，竞赛论文在科

技论文的规范框架内，有其特别的要求和写作方法。在论文的形式和内容结构上与一般的科技论文略

有不同，这是竞赛论文从解决实际问题的角度决定的。科技论文一般不允许作者对自己的论文做评价，
而竞赛论文要求作者必须对自己论文的优缺点做出客观评价。另外，由于竞赛评奖的要求，论文中不能

包含作者的姓名和单位等相关信息。除此之外，竞赛论文具体内容的写作要求都与科技论文相同，如标

题、摘要、关键词、结论和参考文献等内容的要求都是相同的，以及正文中的层次标题与标号、文字与数

字、变量与符号、图形与表格、数学公式与标点符号的使用格式和方法都与科技论文要求相同。数学建

模竞赛论文的评阅标准是什么呢？

１）竞赛论文的评阅标准

如果说数学建模竞赛论文有评阅标准的话，也就是假设的合理性、建模的创造性、结果的正确性和

表述的清晰性。
（ｉ）假设的合理性

必须是建模所需要的假设，并对假设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并在正文中有引用。
（ｉｉ）建模的创造性

数学建模就是要鼓励创新，优秀的论文不能没有创新点，但不要为了创新而创新，要切合实际问题。
（ｉｉｉ）结果的正确性

一般说来，数学建模的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和精确结果，但要保证针对问题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其

求解结果是正确的，而且与实际相符。一般认为，好的模型其结果一般也比较好，但不一定是最好的。
（ｉｖ）表述的清晰性

从论文表述的角度，对要解决的问题、所用的方法、所建立的模型、所使用的求解方法和所得到的结

果，都要自明其理，表明其理，让人知其理，避免不讲理。
根据如上的评阅标准，下面就相关几个部分的具体内容进行说明。

２）摘要

摘要是竞赛论文的重中之重，应是整篇论文内容的高度压缩和全面的概述，英文是Ｓｕｍｍａｒｙ，而不

是Ａｂｓｔｒａｃｔ。力求文字要精练，表达要准确，充分体现论文的特色和创新点。
从摘要的内容上，针对所研究的每一个问题，都应该清晰地说明用了什么方法、建立了什么模型、如

何求解的、主要结果是什么、解决了什么问题、效果怎么样、具有什么特色和创新点，除了解决了基本问

题外还做了什么有意义的工作等等。注意，根据科技论文的写作规范，摘要中不要出现复杂的公式和表

格。因为数学建模竞赛论文评奖的要求，摘要的篇幅不能太长，一般不超过一页，但也不能太少了，这里

可以不受科技论文规范中摘要２００～４００字的限制，通常Ａ４幅面大半页为宜。

３）问题的重述

问题的重述是对竞赛题正确解读后的重新表述，而不是对竞赛题的简单复制。要求对竞赛题中可

能的模糊概念和条件给出必要的澄清与说明，进一步对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有更清楚的理解和认识。通

过对竞赛题的正确解读，明确实际背景、已知条件和数据信息，从而明确要求建模解决的相关问题。

４）问题的分析

问题的分析是在建立模型前对竞赛题较深入的分析过程，包括对问题所涉及的背景描述、研究的意

义、目标和现状分析等，这部分内容相当于一般学术论文的引言。也包括对问题的具体理解和解释、解

决问题的思路、可能使用的方法、建模的过程和步骤等内容，为后面具体地建立模型和解决问题做好准

备，同时也是对要使用的数学方法和建模过程的适用性与合理性进行分析。

５）模型的假设与符号说明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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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假设是建立模型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也是对实际问题的简化处理方法和程度的体现，其合理

性与否是非常重要的，切勿草率和随意简单条目的罗列。要特别强调在建模过程中所用的假设，而且正

文中都要有引用。通常包括关于是否包含某些因素的假设、关于条件相对强弱的假设、关于各因素影响

相对大小的假设、关于模型适用范围的假设等。对于所给出的每一条假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分析与论

述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经常容易被忽略的内容。事实上，所给出假设的目的、作用和引用是假设必要

性的表现，假设对问题、模型和结果的影响是假设合理性的体现。如果参赛者没有说明假设的目的、作

用，在文中也没有引用，也就不能说明假设的必要性。如果参赛者没有充分地说明假设的合理性，则评

委就可以质疑假设是否合理。因此，论文中所给出的模型假设要合理，更要讲理。
符号的说明主要是为了方便评委的评阅和读者的阅读，通常是将在正文中常用符号集中列出，并对

其含义进行详细的说明，个别的符号也可以在第一次出现时说明。注意符号的使用宜简不宜繁，兼顾习

惯与直观。尽量用单字母，而不要用字词组合表示一个量。对于同义而不同元的量可以通过上、下角标

进行区分，如：ａｉ，Ａｉ，ｊ，ｘ（ｋ）ｉ，ｊ等。

６）模型建立与求解

模型的建立与求解是竞赛论文的核心内容，参赛者应针对题目将所有的有效工作和创造性成果都

在这里充分、清晰、准确地展现出来。要求内容充实、论据充分、论证有力、主题明确、格式规范、层次分

明，依据要解决的问题或模型，通过大小标题分为若干个逻辑段落，让读者各取所需，一目了然，不要给

人留下更多的疑问和猜测。
（ｉ）论文层次结构

根据建模要解决的问题可以从简到难，或关联顺序，或逻辑顺序等分出层次，同层次的排出顺序，逐
步深入，系统研究；也可以依据所建立的关联模型关系，循序渐进地对问题进行研究。依据问题或模型

分别立题，使不同层次的问题或模型从标题和标号上能够反映出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立题要力求能

够反映出所解决的问题、所用建模方法或模型的特点等。尽量不要用“问题１的模型建立与求解”“问题

２的模型建立与求解”等这种立题方法。
（ｉｉ）数学模型的设计与建模方法的选择

我们建立数学模型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为了建模而建模，要设计的数学模型能

够真正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在实际中，首先要对竞赛题的问题分析清楚，然后针对具体的问题来解

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地选择适用的建模方法来建立模型，或应用现有的数学模型，最终较

好地解决问题。
这里要特别强调正确选择和应用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对问题的针对性和模型的适用性，不要盲目

追求所谓的“高大上”的方法和“全能新”的模型。事实上，在所有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模型中，往往

最简单的或许就是最好的。因此，在实际建模过程中，无论建模方法简单与复杂，或模型的难与易、新与

旧，主要是看对问题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看解决问题的效果才是关键。
（ｉｉｉ）模型的表达与论述

在建立数学模型之前，首先应说明所采用的建模方法的依据和建模的思路，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要采

用这种方法，其方法对解决问题有什么样的优势。然后针对具体的问题，给出详实的建模过程和数学模

型的表达形式，并对模型的内涵和其正确性给出清晰的论述。如果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或用

不同方法建立了不同的模型，并且得到不同的结果，则应该就这些模型的各自适用情况、优缺点和差别

进行比较分析，不要不分主次地罗列在论文中。注意避免不讲任何道理地直接给出一个模型表达式，这
样会让人们难以理解模型的含义，即建模方法的选择、建模过程和模型的表达都要明其理，讲其理。

（ｉｖ）模型的求解与结果的分析

在建立了数学模型之后，实现模型的求解之前，首先要说明求解模型方法的依据和过程，即说明为

什么要采用这种方法，而不用其他的方法。然后必要时要给出详细的求解步骤和具体的算法。对于求

解出的结果要明确地表述出来，并对其结果的正确性和实用性进行分析，即分析模型的结果是否与实际

问题相符合，或相符合的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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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避免用一种不好的说法：“用软件编程计算得到结果如下表”，或“如下图所示”，直接就给出一

个表格或一个图形，没有任何的文字解释和分析。

７）模型的检验与敏感性分析

模型的检验与敏感性分析是数学建模竞赛论文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模型的检验主要是检验模型结果的准确性和模型的实用性，一般需要通过模型结果的误差分析来

实现准确性的检验，而模型的实用性要通过问题的实际数据或仿真数据来实现检验。误差分析通常包

括模型误差、数据误差和计算舍入误差等。
模型的敏感性分析主要是检验模型的可靠性，即检验模型结果的可信度。很多实际问题的数据都

是通过统计、实验、测量、观测得到的，某些参数的数据本身客观地就存在一定的误差，而这些数据的误

差经过模型的求解计算后对模型的结果有多大的影响力，这就是模型的敏感性分析的问题。如果能够

验证当某个参数有一个小的误差对模型的结果影响也很小时，则说明模型关于这个参数是可靠的，即模

型的结果是可信的，否则是不可信的。
在很多的建模问题中，虽然都没有明确要求做模型的检验和敏感性分析，但对于一般的实际问题，

尤其是工程领域的问题，这项工作都是必须要做的，否则竞赛论文就有一个缺陷，相应地，解决问题就是

不完全的。

８）模型的评价与改进

对于科技论文而言，一般是不允许作者对自己的论文进行评价的，但对于竞赛论文而言，由于评奖

的需要，评阅人希望参赛者对自己的论文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要求从论文的优点、缺点和创新点等方

面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也能反映出参赛者作科学研究的态度。注意评价要尊重事实，优点不要过于

夸张，缺点也不要回避。
对于模型的改进是指参赛者对所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认识。特别是根据论文的缺点和不足，参赛者

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想法，或改进方向。注意这里是针对问题改进模型的想法，而不是改进的模型。

９）文献的引用与标注

文献的引用和标注与科技论文的规范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论文中主要思想、方法、模型和求解算法

等内容，哪些属于参赛者自己的，哪些是参考已有文献资料的，都应该明显地体现出来。凡是参考或引

用已有文献的相关内容都应按规范要求在适当的地方给出标注，并与文后的参考文献列表相对应。对

于没有标注的内容，就会被认为是属于参赛者自己的。如果出现该标注而没有标注的内容，则就可能被

定性为剽窃，要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
在正确引用文献资料和规范标注来解决问题的同时，要避免过度引用，过度引用也等于抄袭。这里

所说的过度引用是指：虽然在参考文献列表中列出相关文献，在文中也做了引文标注，但是整段、整页地

照抄文献的内容，或完整的模型或算法，也就是过度引用，即抄袭。特别注意“抄”与“用”的区别，“抄”就
是将大段的文字、数据、公式、符号、图表等内容基本不变地照抄过来；而“用”是将文献资料中的思想方

法、数据结论、经验公式、模型算法等针对具体问题进行适当的应用，从而能够解决具体问题。即便是经

典的模型、通用的方法与算法，对于具体的问题也都能够“用”好的，而不是照抄过来。

１０）论文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论文表述的清晰性是竞赛论文评阅的一项重要标准，所以论文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非常重要的，同
时要方便读者的阅读和评委的评阅。在保证论文的结构完整、层次分明、要素齐全、格式规范、文字清

楚、表述准确的基础上，要特别重视论文的系统性和连贯性，这也是体现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
论文的系统性主要是指正文的每一部分、每一个模型的相关内容的表述都是系统严密的，有理有据

的，而不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不讲道理的结果的堆积或罗列。注意避免简单化的套路，譬如：“根据问题

的分析，利用ＸＸ方法建立模型如下（具体的模型表达式），利用ＸＸ软件编程求解，得到结果如下图（或

表）所示（一个图形或一个表格）”。针对竞赛题的每一个问题都是这样公式化的一段内容，没有前因，只
有后果，不讲道理，没有过程，也没有结果的合理性分析。这种“问答式”的八股文模式是不可取的。

对于数学建模竞赛的问题，无论是一个实际的问题，还是由多个子问题组成的赛题，从竞赛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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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上，针对具体的实际问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易到难，但都应该是围绕着解决问题的主线逐步深

入进行的过程。从论文的表述上，问题与问题之间、章节与章节之间、上下文之间的文字表述都应该是

相互关联的，语义是连贯的，解决问题的过程描述是完整的，这就是论文的连贯性要求。
注意不要把竞赛题的各个子问题视为相互独立的问题，问什么就答什么，从而写成“简答式”的论

文，缺少了论文应有的连贯性。要避免有头无尾、虎头蛇尾或无头无尾等问题。

３　 结论

什么样的论文才是一篇优秀的数学建模竞赛论文？

一篇优秀的数学建模竞赛论文，要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过程，清楚地给出建模的思路、建模的方法、
模型的表示方法、模型的求解方法与步骤、模型的结果、模型的结果分析与检验，模型的评价与改进方向

等内容。优秀的竞赛论文要结构完整、层次清楚、格式规范、文字准确、数据可靠、语义完整、论证有力、
表述清晰，并具有较好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我们做数学建模要重视数学建模基本功的练习，必须要掌握好数学建模的基础知识、基本思想和基

本方法，否则数学建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论做任何事情，基础永远是第一位的，做数学建模

更是如此。数学建模（包括论文写作）重在实践，然而，我们要想做好数学建模，必须要理论与实际相结

合，要在实践中学习，不能只靠读书和听老师讲，即“要习而学，不要学而习”。俗话说，凡事言易而行难。
只要我们崇爱数学建模，善于思考、敢于实践、勇于付出、锲而不舍，成绩是永远与投入成正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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