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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题
学科写作 ⊋ 科技、工程及数学 (STEM) 写作 ⊋ 数学写作.
科技写作教程/讲座的常见缺点:

▶ 无视学科差异;
▶ 定位不明 (含选题等);
▶ 大处含糊, 小处死板;
▶ 商业性重.

内部比较: 基础和应用数学的文化各异.
对外比较: 与理论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相近, 文风活泼.

Harvard Writing Center Purdue O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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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ritingcenter.fas.harvard.edu
https://owl.english.purdue.edu/


数学写作 ̸= 数学英文写作

杨涛, 丁玖 Trzeciak Knuth

常用句, 字句锻炼法 → 详阅相关书籍.
仅需基本的英文能力 (比较: 日式文章).
过度雕饰则有反效果. (“文以气为主”)

个人观 : 国人论文文句之混乱, 主要源于观念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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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roduct.china-pub.com/3022362
http://www.ems-ph.org/books/book.php?proj_nr=34
http://tex.loria.fr/typographie/mathwriting.pdf


基本方法
操千曲而后晓声, 观千剑而后识器.

《文心雕龙 · 知音》

教研究生写作 = 教鱼游泳?

硕博士生未能养成合适的写作风格, 原因包括
1 迷却初心, 错认根柢;
2 风气所限, 无意求工;
3 陈规陋习, 师徒相因.
相应地, 本讲拟就原理, 细节和反例三方面进行剖析.
相关主题: 排版与报告的要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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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

一个中心
写作的目的是交流思想.

两个基本点
体贴 为读者着想, 写作具有 “人情味” 的文章.
自信 先自问: 能否道人所未曾道? 《文心雕龙 · 神思》: “我才

之多少, 将与风云而并驱矣.”
自信体现在作者的

1 气魄
2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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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体

数学文章的几种形态: 期刊论文/预印本, 博士论文, 综述, 专著, 教材, 投
影片等.

不同要素往往共存
▶ 稍长的期刊论文既要包含新结果, 又有相当的综述性质.
▶ 专著常可兼作教材.

读一篇好论文常比读课本能更快习得技术, 缘于其中 (1) 成果 (2) 综
述 (3) 教材三要素的调和.
网络技术的发展开启新的门径, 如

▶ 投影片 (PowerPoint™/Beamer),
▶ 报告视频,
▶ 博文, 百科条目等.

作为广义的数学写作, 其原理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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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与内容的联系 个人见解:
长文 短文

偏技术 精密 直接
偏概念 和缓 痛快

经典例子 基础数学领域
J.-P. Serre, W. Rudin: 精准.
D. Cox: 和煦亲切.

方异 如
日本: 详尽, 单调
美国: 流畅, 张扬
英国: 流畅, 节制
德国: 精准, 节制
法国: 精准, 明快

对文章的形制有疑虑时, 选择详尽, 善的风格最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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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Zagier, A One-Sentence Proof That Every Prime ≡ 1 (mod 4) is a
Sum of Two Squares (1990) (顾题思义, 主体仅一句话.)

Almgren’s Big Regularity Paper (955 页的大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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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结构: 载体制约形式, 数学论文的叙述必须是直线的.
稍具规模的文章常分为:

1 摘要
2 目录
3 导言
4 符号
5 主体部分
6 参考文献
7 附录, 索引等.

短文宜直入正题.
书籍, 专著等可包含序, 跋或习题.

主体部分留待下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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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在达意, 精练为宗.
节制公式与符号, 禁引用.

反面例子: 您读得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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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LATEX 可自动生成. 注意深度.

D. Knuth, 杰出的

计算机科学家, 数学

家和段子手.

导言: 决定读者观感的关键
1 标定受众的背景知识, 防低估, 更防高估.
2 铺垫精简.
少强调问题的重要性, 不必言必称欧高黎嘉陈.

3 简述渊源, 精神; 不必强求精确.
4 文献综述: 重在摘录要旨, 不在按号点名.
5 最后简述文章的章节结构.
以上亦适用于写书.

“Another noteworthy characteristic of this
manual is that it doesn’t always tell the truth.”

Donald Knuth, Preface to The TEX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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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反面例子:

↑ 劈头便说大道理之一例.

↑ 导言里符号和定义过多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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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图示各章节或概念间的关系. 此法常见于书籍, 也适用较长的或较复杂
的论文.

例子: L., La formule des traces pour les revêtements de groupes réductifs
connexes II., Ann. Scient. ENS, t. 4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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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列表: 集中列举文章用到的一般符号和假设, 作者读者两利. 例如:
假设域的特征是零等等...

正面例子: T. Finis, E. Lapid and W. Müller, On the spectral side of
Arthur’s trace formula — absolute convergence (Ann. Math. 174, 2011)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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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们都安静地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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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无论多寡, 都建议用 BibTeX 自动生成.
取得规范, 详细的 BibTeX 资料的第一种方法: 先在 zbMATH 找到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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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复制到自己的 BibTeX 文献库, 并将代码 zbMATH06183363 修改成合适的
名称, 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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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此要领, 从 MathSciNet 亦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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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同样再复制粘贴. 正常网速下耗时不过半分钟. 其它自动获得文献信息的
方法: Google Scholar 等等...

19 / 37



索引: 50 页以上的论文都 “应当” 有索引, 然而愿意制作者尚少.
在 LATEX 下可使用 MakeIndex 或 xindy 等程序编纂索引. 易学易用.
个人经验: 为 80 页的论文添加索引, 仅费不到半小时.

The LATEXCompanion (1090 页) 索引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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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用

如何铺陈证明和论述?
注重动机, 长篇大论前尽量提示背景和想法.
控制节奏

▶ 过渡处宜适当插入词句, 增加流畅性.
▶ 数学写作的根本价值在于易读易懂, 而非简省字句; 后者是为前者服
务的.

▶ 避免语气急促的并列句.
▶ 用词变化, 避免千篇一律 (如 thus... so... thus... so...).

引文: 给出页码或编号, 除非所引文章甚短, 或只为证明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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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以上引文中, 哪些句子可以略去? 精简后的版本是否更顺畅, 更易读?

J. Arthur, Induced representations, intertwining operators and transfer, Contemp.
Math.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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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读者厌烦的不只是局促结巴的 (中式) 并列句, 还有拥挤的公式.
例如:

局促的公式 + 局促的语句 ⇒ 局促的节奏 ⇒ 难受的阅读体验.
别吝于使用显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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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参照的妙用
主要矛盾

▶ 读者的精力和注意力有限, 且时间零碎,
▶ 而文章环环相扣, 经纬万端.

叙事技巧
▶ 伏笔 — 提示所证结果在全文中的地位 (用处), 和其它结果的联系等.
▶ 闪回 — 前情提要, 或回顾稍早的理论框架和已证结果等.
伏笔和闪回特别适用于各章节的开头.

▶ 直入正题 (in medias res) — 可用于导言.

对比: 小说, 电影, 评书的叙事手法.

之 , 中 之 ; 之 , 之 ;
文 , , , .

《文心雕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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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程序员学习
模块化,
封装,
权变 (!): 如在编程中使用 goto, 或在论文中引用证明.

“The practitioner of literate programming can be regarded as an
essayist, whose main concern is with exposition and excellence of
style. Such an author, with thesaurus in hand, chooses the names
of variables carefully and explains what each variable means. He
or she strives for a program that is comprehensible because its
concept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an order that is best for human
understanding, using a mixtur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methods
that reinforce each other.”

D. Knuth, Literate Programming, The Computer Journal 27(2):97–111, 1984.

“I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a Pulitzer Prize will be given for
the best computer program of the year.”

D. Knuth, Mathematical Writing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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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建议
1 符号要精挑细选 (Leibniz, ...). 经典渣例子 (Barry Mazur):

Ξ

Ξ
(Ξ ∈ C×).

2 读诵文句以检查韵律.
3 避开抄袭 疑:
4 多读 Bulletin of the AMS 或 Notices of the AMS, 学习讲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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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ams.org/bull
http://www.ams.org/notices


↑ 符号狂之一例 (K.-W. Lan, Arithmetic Compactiications of PEL-Type Shimura Varietie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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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形
Typography is what language looks like.

— Ellen Lupton, Thinking with Type, 2nd ed.

1 传统模式:

作者 编辑, 审稿人 读者
手稿 重新排版

复印等手段

2 网络时代:

作者 编辑, 审稿人

读者

重新排版
arXiv 预印本

排版水平
决定文章
观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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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手抄本到铅字排版
来源: The Digital Walters Whittaker and Watson 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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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hedigitalwalters.org/Data/WaltersManuscripts/html/W102/
http://www.cambridge.org/cn/academic/subjects/mathematics/real-and-complex-analysis/course-modern-analysis-4th-edition-1?format=PB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3AMetal_movable_type.jpg


打字机 (1981) 对决 LATEX(2014)

排版手段进入千家万户,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终极参考书: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6th edition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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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


常见的排版缺陷
括号高度 试比较

(
p
q)(

q
p) = (−1)

p−1

2

q−1

2 与
(

p
q

)(

q
p

)

= (−1)
p−1

2

q−1

2 .

符号忌 句 考虑句子
“After restriction to X, Λ, µ and Ξ become bounded.”
哪个函数限制到哪? 加入赘词可资区分, 如
“After restriction to X, the functions Λ, µ and Ξ become
bounded.”

慎用下划线 使用下划线是打字机与黑板上的无奈之举, 请善用
Boldface, Italics 和 Small Caps, 靠字形节奏的变化突出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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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LATEX/ConTeXt 排版是一项系统工程. 几项建议:
1 养成良好的代码习惯: 使用缩排, 注解等.
2 工具要好使 (WinEdt, Texmaker, TeXstudio, Emacs, vim...).
3 自动拼字检查.
4 广识宏包 (上CTAN), 慎选模板.
5 熟悉绘图及制表的技术, 如 TikZ 宏包.
6 拒绝急就章.
7 多方交流, 如 TEX-LATEX Stack Exchange; arXiv 亦可下载源码.

关键: 乐在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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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m1math.net/texmaker
http://texstudio.sourceforge.net/
http://ctan.org
http://tex.stackexchange.com/


本人习惯 (仅供参考): 对于正式论文
1 原则 — 纸笔先行.
2 依序制作至少二至三份手稿, 逐步打磨.
3 过程中检查细节, 并摸索合适的文章结构.
4 最终稿的标准: 除导言和符号列表外, 须包含所有主干内容; 确保版
式整洁, 多年后亦能理解无碍. 【判准之一: 舍不得丢】

5 根据终稿进行 LATEX 排版.
此法也适用于整理笔记, 或准备重要讲稿.

Easy reading is damn hard writing.
— Nathaniel Hawth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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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报告的一般要领
确定受众 合理设定背景知识.
制 动 由博返约, 删除无关宏旨的细节.

大而化之 保持善意的含混.
由 入深 “低起点, 高坡度” 的风格适用于多数场合.
控节奏 忌仓促, 更忌 . 统筹设计其中的铺垫, 高潮, 间奏与段子.

割爱的顺序
1 自己的证明
2 自己的成果
3 特别繁琐的细节
4 众所周知的细节

(注: 暂不适用于国内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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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使用段子

优秀的讲者 = +

, , , 才
... , , , . ,
, 而 之; 才 , 而 之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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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mer 与板书

Beamer/PowerPoint™ 板书
信息密度高 信息密度低
便于再利用和传播 很难再利用
单线叙述 多线程, 多 “罅隙”
欠生动, 可搭配多媒体 富表演性
极端不适合演示证明 适于演示证明

Beamer 注意事项
▶ 节制公式的使用
▶ 坚持技术流

板书注意事项
▶ 存规矩: 板书 ̸= 口语的注解. 善用网格, 避免信马由缰.
▶ 求灵活: 板书 ̸= 抄书. 多用直觉化的符号.
▶ 精进字体修养, 加强辨识度, 如:

ξ − ζ, r − γ, w − ω, 6− σ, H⃝−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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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网络: 增加能见度
arXiv: 流通预印本
Linkedin, etc.
个人主页: 提供履历, 讲义, 投影片, 笑话等...

▶ 单位提供
▶ 虚拟主机
▶ 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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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xiv.org
http://www.escien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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