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Ⅰ·032018年1月29日 责编杜一格 美编张峰 邮箱 dhbjrgd@126.com时评

观点圆桌

“下面这道题是李奶奶给小林出的一道题，
请你帮小林回答奶奶：一艘船上有26只绵羊和
10只山羊，船长几岁？”不要惊讶，这是今年南充
顺庆区小学五年级数学试卷第六题。1月26日，
这道数学考试题在南充众多网友的微信朋友圈
疯传，网友纷纷表示题目“让人脑洞大开”，不知
如何作答。（1月27日《成都商报》）

张立美：对于这道小
学数学题，不必急着贴上

“神考题”标签，直接予以
否定和进行批判，而应当
从专业角度看待和思考。

这 道 小 学 数 学“ 神
题”，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
教师的首创，而是法国著
名的数学教育研究所设计
的一道经典数学题，早在
2003年出版的数学家张奠
宙著作《数学教育经纬》一
书中就讲到这件事。

这道看似无聊的小学
数学“神考题”，实质上打
破了长期以来在我们学生
脑海中根深蒂固的数学解
题的定式。在不少中小学
生在思维定式中，总是认
为所有已知条件都是直观
的，马上能利用的或是直
接联系上的解题方法，总
是觉得老师出的题目总归
是有答案的，不敢怀疑老
师的题目出错了，而是没
有答案。这导致不少学生
面 对 这 道 小 学 数 学“ 神
题”，不知所措，犹豫不决，
不够自信，在解题时不能

注意分析数量之间的关
系，还是盲目的运用加减
法计算答题。但是，对于
自信、勇于质疑的学生来
说，就会坚定绵羊、山羊数
量与船长年龄之间没有关
系，题目无解，甚至会发散
思维，给出合理答案和解
释，而不是直接按照数学
解题方法简单加减乘除。

实际上近年来，不少
“神题”让广大家长一头雾
水，甚至连博士学历的家
长都不会做，而孩子们却
能顺利解答出来，根源就
在于现在孩子的思维其实
比大人更活跃，这正是过
去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
来的学生所欠缺的。可以
说，老师出这类“神题”，不
是在胡闹，而是在补课。
对于这类“神题”，应当多
从专业视角予以理解和鼓
励，而不是简单地以自己
的看法而予以否定。一道
小学数学题有没有道理，
不是以家长会不会作为标
准答案。

今日评论 关键词 人性执法

人性化的执法者更有魅力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今天的《大河报》版面上，有几则
与警察有关的小事，读之令人倍感亲
切和温馨：风雪中，三门峡高速交警
救援滞留车辆；风雪中，滑县两名辅
警以大腿为枕头救助被撞老人，被网
友亲切地称为“枕头哥”；信阳两位民
警在冰雪中趴车底帮司机装防滑链
的照片在网络上流传，被网友亲切地
称为“趴地哥”，引发网友们纷纷点
赞；七旬老汉晕倒雪地，漯河民警深
夜急救……（详见今日本报AⅠ·13
版）

寒潮来袭，风骤雪急。降雪带来
的不只是诗情画意，对于那些不得不
在外奔波的人来说，出行之路也不免
变得崎岖，因此格外需要关怀和帮
助。这些普通民警所做的普通小事，
虽然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慷
慨激昂的表态，但在这样一个寒冷的
冬日，却给我们带来了浓浓暖意。如
此生动的《新警察故事》，不仅给人带
来感动的思绪，更是给人留下启迪的
空间。

在人们的寻常记忆中，作为执法
者出现的警察大多面无表情、态度严
厉，一举一动都展现着执法的尊严和
权威。不过，这些由警察亲自出演的
温情场景告诉我们，他们也有自己柔

情似水的一面——他们也会因车辆
滞留跑前跑后、因老人昏倒心急如
焚；面对需要紧急救助的老人，他们
不吝于送上大腿作支撑；面对需要援
助的车辆，他们不惮于趴在地上施加
援手……这些普普通通的民警用行
动告诉我们，他们从来都不吝于在急
需帮助的人们面前，奉献自己朴素的
爱心。这柔情似水的一面，与他们铁
面无私的执法者形象显然并不矛盾。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无
法离开他人的服务与帮助，在他人危
难之际施加援手，不仅是为了济危扶
困，更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
好。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各种
求助信息总能第一时间得到网民的
极大关注，在那些普普通通的参与者
身上，展现出一种弥足珍贵的现代公
共责任意识。相比起普通的民间互
助，警方的主动参与更能够起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这既是执法理念的进步，
更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强化。众所周
知，“人性化”是近年来法治实践的焦
点和亮点，不过，也有人担心人性化可
能“化”掉法律的威力，在推进法治建
设的过程中，法治与人性之间的关系，
成为萦绕在很多人心头的疑问，在这
些将患者安危看得重于一切的交警身
上，也许我们更容易找到答案。

实际上，法治从来都是以人性为

基础。法治的以人为本，不仅体现在
为了塑造人性而立法，为了修复人性
而司法，同时也体现在为了扶持人性
而执法。如果说惩恶是为了束缚人性
中丑陋的一面，扬善则是为了弘扬人
性中美的一面，秉承生命重于一切的
理念去面对需要援助的对象，则体现
着对每一个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在

“扶不扶”仍时有耳闻，袖手旁观仍时
有发生的当下，执法者自发开展的生
命救援，不仅使人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同时也让人见证了法治的力量——只
有执法者坚持从人性的理念出发，才
能使人确信，他们会善用手中的权力，
以人性救济作为自己的终极目的。

数九严寒即将过去，空气中日渐
弥漫起年的味道，脚步匆匆的返乡者
随之日益增多，难免会有人因陷入困
境而需要援助。感谢那些主动施加
援手的民警，他们使我们感受到了人
性化执法的魅力，看到了权力对个体
的尊重与呵护。对于执法者来说，相
对于铁面无私，柔情似水的难度显然
更大，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职责之外的
更多付出。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才
愈发显得其弥足珍贵。如果每位执
法者都能在职责之外因人性化而做
得更好，无疑更容易赢得群众共识、
实现道德感召。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人性化的执法者显然更有魅力。

□张西流 文 朱慧卿 图

近日，网络间涌现大量宣扬以暴
易暴主题的短视频公众号，其视频内
容充斥暴力、粗口。由于拍摄手法采
用纪实手段，对观众造成误导。律师
表示，法律明确禁止传播暴力信息，
此类视频虽然冠以“公平正义”、“惩
恶扬善”，实质是以暴易暴、宣扬暴
力，已触犯法律，同时网络运营者应
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承
担起监管、审核责任。（1月28日《新
京报》）

“替人出头”视频的火爆，源于近
年来各大平台对原创类短视频的旺
盛需求，使这类视频有利可图。这种
视频，迎合了现代社会人们想通过暴
力释放巨大压力的需要，虽然冠以

“公平正义”、“惩恶扬善”，实质是以
暴易暴、宣扬暴力。特别是，煽动使
用暴力解决社会问题，既有悖于社会
公德，也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相关
规定。《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规定，

“传播暴力、淫秽色情信息”属于该法
规明确禁止的行为。

违法视频的横空出世，对社会发
展均贻害无穷。面对纷繁复杂的网
络世界，网民无法辨别真伪和善恶，

要知道，久而久之，网民失望的就不
仅仅是网络文化，而是网络文化背后
的现实世界。因此，对微信公众号等
自媒体，进行必要的管理和规范化引
导，是一种迫切的必然。互联网信息
管理机构应会同公安等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大查处力度，坚决制止和打击
违法视频，切实维护互联网信息传播
秩序，营造积极健康有序的网络环
境。

首先，对于传播暴力视频的公众
号，应一律封号，并对发布者依法查

处，相关网络平台也应承担连带责
任。同时，督促网络平台，在发展技
术同时，要做好内控，不能放任公众
号传播非法视频，侵害他人尤其是未
成年人的权益。特别是，要完善相关
立法，加大对制作、传播不良网络信
息行为的惩处力度；监管部门之间应
加强联动，不定期开展网络安全专项
协查，扩大违法行为的打击范围。比
如，可以组建网上综合执法机构，对
网络平台实行实时监控，不留时间差
和死角，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替人出头”暴力视频宣扬的是“伪正义”

□田行健

“君禀赋过人，具大成之相；才艺
双全，引同窗仰视。然终日睡眼惺
忪，不能专注于学业，师长知如此，恐
君误学，百技治之，浑噩如故？业精
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愿君
梦醒，振作精神，沉睡雄狮，一朝霸四
方！”这是重庆两江新区金溪中学初
二（4）班班主任姜发艳写给学生王骁
的期末评语。全班39个孩子，都收
到了这样一份属于自己的文言文评
语。（1月28日《重庆晨报》）

这些文言文评语的确令人眼前
一亮。临近期末，给学生写评语又成

为每位老师的一门功课，但是如何写
好评语，如何让评语发挥教育、引导
和激励作用，无疑是每位老师面临的
思考。很多时候，一些老师写的评语
大都是中规中矩，不苟言笑，千篇一
律，这些评语平铺直叙，形式呆板，语
言枯燥，不仅缺乏趣味性，内容也缺
乏针对性，很难引起学生的重视，自
然也难以起到提醒和激励的效果。
而今这位老师的文言文评语就不同，
不仅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弘扬，充满
文学味道，也有着较强的针对性，这
样的评语接地气，贴近实际。这样的
评语不仅展现着老师的教学才能，也
蕴含着老师的教育智慧和用心，可以

视为是一次文化创新，是一种文学创
作。

期末评语作为老师对学生的一
种评价，也是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学生来说，老师的评价显得十分重
要，不仅是对学生一学期的综合总
结，也关系着学生假期状态和下一学
期的学习态度，好的评语可以让学生
信心百倍，精神振奋，充满斗志，对学
生的教育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
此，老师应该认真对待学生评语，不
仅要实事求是，还应该注重语言的方
式方法，让学生胜不骄，败不馁，在不
知不觉中认识自己的不足，在寓教于
乐中受到良好的激励和教育。

文言文评语是教育用心的体现

别急着否定此类“神题”

王军荣：毫无疑问，从
数学逻辑的角度看，这道
神题是没有答案的，严格
地说，不是数学题，是脑筋
急转弯的题目，可却出现
在期末考试之中，期末考
试是严肃的考试，学生会
认真对待，可这样的题目
却是无法完成的，只能让
孩子们伤脑筋。

事后，当地相关部门
发布了关于该题的“知识
考点说明”。这份说明称，
题目考点意在考查学生对
数学问题的质疑意识、批
判意识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至于该题的设计缘
由，说明称：“有调查表明，
我国小学生普遍缺乏对数
学问题的质疑意识和批判
精神。介于此，在本次的
小学期末试题中设计为一
个知识考点（此类题在全
国多地小学生期末考试中
出现过）。力求引领学生
敢于挑战权威，打破思维
定式，培养良好的质疑精
神。”自然，此题没有答案，

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都是正
确的，然而，这难道就是培
养学生的质疑意识？的
确，现在的学生缺乏质疑
意识和批判精神，但却需
要教师在平时对学生进行
培养，而不是通过考试的
形式就算完成了。最重要
的是，培养质疑意识并不
是通过一道似是而非的

“神题”，这不仅无法培养
学生的质疑意识，而且会
打扰学生平时建立起的逻
辑意识，从而混淆了原来
构建起来的知识点。这会
让学生不知所措，不知道
如何解题了。

近来学生考试中出现
的神题不少，出题者往往
沾沾自喜，认为是在培养
学生的某种思维，可实际
上却是逻辑不通。学生的
质疑意识需要培养，但应
该是在科学的路径之中，
而不是歪门邪道的方式。

出题者能否先弄懂质
疑意识，能否用科学的方
式培养学生的质疑意识？

“神题”未必能培养质疑意识

朱红伟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