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启动 2021 年“北京大学全球精英人才 A 计划”青少

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全国海选的通知 

 
为全面实现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改革发展任务，贯彻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北京市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等文件要求，根据《北京大学“十三五”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6-2020）》和《北京大学新时期对

外开放战略规划（2016-2020 年）》的精神，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形成各类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

不断涌现的局面。探索中学阶段的高等学校拔尖创新学生协同培养模式，健全公开、平等、科学、择

优的选才方式，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为推动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建设，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北京大学培典书院全球英才教育基金

的专项资助下，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发起成立“北京大学全球精英人才 A 计划”——中国青

少年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简称：“北大 A 计划”）。 
 
本项目将主要培养突破性人才，以期其未来能够在各行业引领社会发展，做出卓越的成绩，取得

突破性进展，依托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筹集社会力量，结合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在心理学和

脑科学领域的杰出师资力量和北京大学相关院系的强大科研优势，整合我国及全球著名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项目和导师资源，提升社会知名的企事业单位和杰出人士对教育事业的参与，积极开展国际拔尖

创新人才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一流大学与中学的互动合作，开放国际一流高校的资源优势，使资优

青少年的优势特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不足和短板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弥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

发展需要，促进学生多元发展和提升核心素养，将心理学、脑科学、教育学的前沿科学研究成果与各

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结合起来，通过“一流院校、一流导师、一流学员”的研究创新和人才培

养平台，为探索实现中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北大 A 计划”将在 2021 年启动第四期，继续面向全国海选 50 名的拔尖创新青少年参与培养

计划。第一阶段在当年暑假期间以夏令营的形式前往北京大学进行为期 1-2 周的交流学习，第二阶段

与各学科领域专家和行业导师进行为期 1-2 年的成长指导与组会讨论，第三阶段由心理学、脑科学专

家与各学科领域的专家组成的专家团队，开展为期 5-10 年的持续跟踪和成长反馈。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申请条件 
1. 身心健康，品学兼优，学有余力； 
2. 全国各级中学在读的初中二年级到高中二年级的中学生； 
3. 在某一领域具有浓厚兴趣、突出才能或具有长期培养的潜质。 

 
二、申请流程 



 

1. 第一步：网上报名和材料上传，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 23 点 59 分。 
 网申地址：https://eztest.org/student/6910/enroll/list/ 
 申请材料清单如下： 

1） 有效身份证明（必交，身份证或户口本相关页，扫描件或拍照上传，图片格

式：.jpg .jpeg 或.png，大小 5.0MB 以内）； 
2） 在读证明（必交，扫描件或拍照上传，文件中需要说明所在学校、所处年级、班级并

加盖公章，或包含上述信息的学生卡扫描照片，图片格式：.jpg .jpeg 或.png，大小

5.0MB 以内）； 
3） 个人陈述（必交，具体要求详见附件一，文件格式：.doc 或.docx 或.pdf，大小 5.0MB

以内）； 
4） 可说明申请人能力潜质的证书或材料（非必交，按重要顺序排列，限五项以内，合成

一个文件后上传，文件格式：.pdf，大小 5.0MB 以内）； 
2. 第二步：参加线上测评。材料初审合格后，申请人将收到邮件通知，参加具有远程视频监考

的线上测评。请申请人注意参加时间，提前准备好电脑、视频设备、下载必备软件或浏览器

软件，并在规定时段内，独立而诚信地完成线上测评。 
3. 第三步：受邀参加面试。专家组将对申请材料和线上测评情况进行综合评审，确定获得面试

资格的名单。获得面试资格的申请人，可以选择参加现场面试或视频面试，具体面试时间内

部通知。根据申报材料和面试情况，最终由专家组统一确定入选名单。 
 

三、培养理念 
本项目对入选的拔尖创新青少年按照“G+S”模式（即：General + Specific）通识性与专业性结

合培养。培养的内容包括两类：其一是通识性的，即每位为社会做出突出成就的杰出人才都基本具备

的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道德品格（例如：决策与选择、目标与动机、领导力、沟通技巧、团队合作、

创造力、情商等）；其二是专业性的，即针对创新人才专业特点给予相应的因材施教的培养机会和资

助，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应用研究和前沿热点。第一阶段夏令营侧重于“G 因素”

通识性方面的培养，第二阶段导师指导侧重于“S 因素”专业性方面的提高，第三阶段持续跟踪则侧

重于“G+S 因素”通识性和专业性的结合。 
 

四、培养内容 
1. 第一阶段：夏令营 
2021 年 7-8 月在北京进行，当年暑假期间以夏令营的形式前往北京大学进行为期 1-2 周的交流

学习。学习将以课堂讲授、互动讨论、专题讲座和现场体验等方式进行，涵盖心理学、脑科学、学习

力、创造力、自我认知、情绪智力、决策选择、信息搜集、社会心理、健康管理、沟通与领导力、创

新实践、项目挑战赛等内容。 
2. 第二阶段：导师指导 
2021 年 9 月-2023 年 9 月，入选营员将获得专家导师的成长指导和参加研讨会的机会，2022 年

9 月将进行一次中期考核。以线上线下融合的闭门小组会议方式，或其他有针对性的培养训练，与各

学科领域专家和社会知名的行业导师，进行为期 1-2 年的成长指导与深入讨论。 
3. 第三阶段：持续追踪 

https://eztest.org/student/6910/enroll/list/


 

2023 年-2033 年，由心理学、脑科学和教育专家领衔组成的专家团队，开展为期 5-10 年的持续

跟踪和成长反馈。本项目将努力把前沿学术研究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不断优化和改进拔尖创新青少年

的选拔与培养模式，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理念，树立远大理想和使命感，为国家

持续不断地输送各行各业的杰出领军人才，科学育人，担当重任，引领社会，奉献国家。 
 

五、注意事项 
1. 请保证所填手机和邮箱正确且通畅，线上测试结束后，如果获得了参与面试资格，会有工作

人员直接通过邮件或电话联系。 
2. 本项目不隶属于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与我校自主招生及高考招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请有

意报考北京大学的高中毕业班考生，关注北大招生网获取信息：http://www.gotopku.cn/ 
3. 本项目线上测评部分，由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发并组织实施，并保留最终解释权，

未委托任何单位进行培训或考前指导。申请人不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选为任何科研项目

样本，申请材料会得到妥善保存或销毁，申请人的隐私会得到严格保密。 
4. 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对本项目进行专项基金资助和管理，独立核算确保捐赠资金专款专用，

资金使用和项目管理严格按照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和国家相关管理规定执行。资助包括：第

一阶段参与夏令营培训的学费、食宿费、书籍资料费等；第二阶段与获得导师指导相关的伙

食费、会议费、资料费等；第三阶段与专家团队长期跟踪的相关费用等。学员往返路费需自

理。 
 
六、时间节点 
1.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网申报名，并完成申请材料上传。 
2. 2021 年 5 月 1 日前，经过初审材料合格的申请人，将会收到邮件通知参加线上测试。 
3. 2021 年 5 - 6 月，组织专家评议，确定面试名单，申请人参加现场或视频面试评审。 
4.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录取公布结果，入选学员开始办理暑期来京事宜。 
5. 2021 年 7 月底或 8 月初，在北京进行为期 1-2 周夏令营培训。 
6. 2021 年 9 月，入选学员进入到第二阶段培养计划。2022 年 9 月将进行一次中期考核，汇报

成果和个人总结。 
7. 2023 年 9 月 - 2033 年 9 月，入选学员进入第三阶段培养计划。2028 年 9 月将进行第二期

中期考核，汇报个人成绩和阶段性成就。 
8. 2033 年 9-12 月期间，入选学员分别完成第三阶段培养计划，向项目组反馈成果和个人成就

总结。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小恺，联系电话：010-62744667，联系邮箱：talent@pku.edu.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大学王克桢楼 1110 室北大 A 计划办公室，邮编：100871 
项目官网：https://talent.psy.pku.edu.cn/，微信公众号：全球精英人才 A 计划（pkutalent）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2021 年 1 月 11 日 

http://www.gotopk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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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 北大心理学院通知公告：https://www.psy.pku.edu.cn/xwzx/tzgg/index.htm 
2. 北大 A 计划网申和测评系统：https://eztest.org/student/6910/enroll/list/ 
3. 北大 A 计划项目官网：https://talent.psy.pku.edu.cn/ 
 
************************************************************************************************************** 
附件一：个人陈述要求说明（请参考以下指导语，新建文件撰写你的个人陈述，文件统一命名为：个

人陈述） 

 

指导语： 

 

在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发现除了优异成绩之外更加生动的你，包括你的日常生活、兴趣爱好，你

的思考方式，你所关注的领域，你对问题的见解等等。 

为了给你一些灵感，我们设置了一些引导问题。我们希望你根据这些问题做出陈述（你的陈述不

必涵盖全部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固定的答案，也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判定标准。 

 

在陈述中你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我们非常重视原创性和诚实的品格。因此所有个人陈述将会被提交到北京大学的论文查

重系统进行查重，书本、期刊论文、网络文章等等都会被查重数据库拿来与所提交的个

人陈述进行比对。我们将按照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对本科学生论文的原创性要

求判断个人陈述是否原创，如果个人陈述被判定为抄袭，则该候选人失去选拔资格，且

今后所有由北大 A计划发起的活动将不再接受该候选人的报名或申请。 

第二， 为了保证评价的公正性，个人陈述部分实行严格的匿名性原则——请不要在个人陈述中

透露具体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候选人姓名、家长身份、就读班级、学号和学校等

可以明确推断出候选人身份的信息。如果发现故意披露现象，则该个人陈述视为作弊，

该候选人将失去选拔资格。 

第三， 请不要在个人陈述中重复在其他申请材料中已经包含的信息，比如荣誉奖励、在校成绩

等等，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更具有个性、更丰富鲜活的你。 

第四， 陈述时请注意有理有据，条理清晰。我们希望你通过一篇融贯的文章，结合具体的经

历，帮助我们了解真实的你的体验与思考。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感受到你独特的个性，请

你务必不要把引导问题当成考题逐一回答，也不要把个人陈述当作一篇模版化的作文来

书写。 

第五， 此外，我们希望你能把全文的篇幅控制在 2000字之内（宋体，5号字，1.5倍行距），因

为（尤其是对于复杂的问题）能够简练、准确地进行表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沟通技能和

学术能力。 

 

希望你的书写不仅能打动我们，也能帮助你更好地发现自己。 

 

【引导问题】 

https://www.psy.pku.edu.cn/xwzx/tzgg/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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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你可以谈谈你自己，比如…… 

 

你觉得你在家人、朋友、老师、同学和自己眼中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认为你和你的同辈相比，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是什么让你成为了你？ 

 

是什么支持，驱动着你的生活？什么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的？ 

 

然后，你可以谈谈你的生活、兴趣和志向，比如…… 

 

你最感兴趣的学科领域或者职业是什么？为什么它格外吸引你？ 

 

你对自己 10年后的生活有什么期望？为什么？你打算如何实现它？ 

 

你觉得在你的生活中，什么能带给你最纯粹的快乐？为什么？ 

 

最后，你可以让我们了解你的学习和思考方式。 

 

你可以我们分享一个自己最近关心，并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它可以关于你自己生活，也可以是人们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它可以有关任何一个主题。 

 

我们希望能够从你的分享中，理解它对于你的意义，看到你自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