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和之美到底是什么？不同人有不同的看
法，张国庆先生就总结了三种不同的有关中和
之美的定义：“第一种是以朱自清先生为代表
的，将中和之美与儒家的诗教相等同；第二种
是以于民先生为代表的，将和、中和主要看作
是对立面的谐和；第三种则是将中和之美视为
一种艺术辩证法。 ”

关于中和之美，早在《诗经》的内容中有提
及，《论语·为政》中早已说明：“诗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无邪。 ”“无邪”即是不偏离、中正。
《论语·八佾》 里还挑选了一首具体的诗作说
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快乐而不过
分，愁苦而不悲伤 ,强调“性情之正，声气之
和”。简而言之，中和之美就是抒发感情但是要
有所节制，合理适度地处理创作主体的情感与
客体的各种关系，呈现出和谐的状态。

汪曾祺的小说不乏体现主体心灵与大自
然的和谐之处，他关注最多的是人情、人性，
是人们比照道德的自我规范， 所以他的小说
常以温情来抚慰人间的苦难， 以善意反观世
态实况，以幽默品评国民。 他热衷于写平凡人
苦楚后的微笑，醉心于民族的道德美、情操美

和人性美。他乐于用温柔的心来和解人生中各
个阶段的失意，使作品呈现出和谐的韵致。

汪曾祺明白以自己温和、冲淡的性格是写
不出悲壮的作品的，所以在他的笔下，即便主
人公是可笑、愚昧的，但也是值得同情的。他怀
着悲悯之心来看人间百态，以赤诚之心写红尘
见闻。

不只是汪曾祺自己清楚自身的定位，著名
学者林贤治也说：“就说汪曾祺， 当他对小人
物的悲剧命运做契柯夫式的刻画时， 就因为
过于注重美感的捕捉，暖色的渲染，民俗风情
的工笔描画，以及笔记式的叙述，因此在艺术
效果上，就容易变得散漫、轻浅、琐碎、缺乏思
想深度。 他承认如果没有太多的失落感、孤独
感、荒谬感和绝望感，写不出卡夫卡的《变形
记》那样痛苦的作品，就是因为深潜在血统中
的‘乐天’的‘中和’的思想作用。 ”文学评论家
费振中也曾对汪曾祺评价道：“汪曾祺身上既
显示了儒家文化中原始朴素的人道主义内
容，又带来相当鲜明的庄禅文化人格独立、精
神自由的色彩。 作为一位二十世纪末深得‘中
和’神韵的‘知’者，汪曾祺用他习惯的平淡笔

墨替自己画了一个优雅的光环， 一个古典理
想主义的光环。 ”

小说《复仇》是一篇关于旅行人复仇的故
事。旅行人是一个遗腹子，父亲被仇人杀了，母
亲拿父亲的剑在旅行人的手臂上写下了仇人
的名字。旅行人是孤独、麻木的，因为仇人在不
知名的路上，而他在手刃仇人之前，只能不断
地进行一个人的行走。但文中的“庙”被赋予了
和解的力量，在庙里，旅行人知道了疲倦与痛
苦， 而有感觉对于旅行人来说就是一种幸福。
结尾处悬崖上有一个披着长头发的僧人在凿
山开路， 他的手臂上是旅行人父亲的名字，和
旅行人一样是被针刺的，涂了蓝的。 旅行人在
面对这一刻时，内心极为挣扎，他的生命价值
需要靠仇人的死亡来印证，他的面目要靠仇人
来指认。 旅行人最后放下了剑，拾起了锤子凿
路，这意味着一个新的选择，也意味着仇恨被
和解。与鲁迅的《铸剑》显示的悲观情绪深入人
心的绝望和毁灭不同，《复仇》是以和解的姿态
超越人生。

汪曾祺的小说感觉轻盈，但并非没有厚重
感， 只是他的厚重感也表现得没那么悲天怆

地。汪曾祺小说的内容和他通过作品所传达的
情感大多让我们感觉希望的存在。因为他用自
己冲淡、从容的笔调净化了这个世界；因为他
用理解的情绪缓解了整个社会的急躁；更因为
他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不能
面对，并且能从容地面对。 正如汪曾祺自己所
说：“我朴素的观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
是会好起来的。 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
美。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

后记：我因参与《阅读中外经典，营造书香
型校园的实践研究》这个课题，和学生一起读
汪曾祺的散文，所以写下这篇阅读体会。 之所
以在如此多的经典中选择汪曾祺，是因为我认
为如今的中学生需要阅读这样的文字。信息的
爆炸，泛娱化的加重无疑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
征，它们告诉所有人应张扬个性。 具体到中学
生身上，个性的张扬更多时候意味着矛盾冲突
的加剧，以至于校园斗殴，校园霸凌屡见不鲜。
怎样去净化校园，我想不应与阅读分开，而汪
曾祺文字蕴含的平静之美，内容呈现的中和之
美展现了他对和谐的追求，而“和”“谐”二字正
是我们内心需要的。

常德市澧县如东镇永丰小学 雷明星

课堂提问是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一门艺
术。 它可以“温故而知新”，引出新的课题；它
可以“抛砖引玉”，启迪学生思维；它可以借
归纳之势， 概括总结出新知识……由此可
见，提问是课堂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
环节，对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笔者在多年的数学教学中总结出以
下几点提问应把握的原则、方式以及实施的
策略。

一、坚持有效提问的原则
1.实效性原则。 课堂提问设计的实效性

取决于问题的真实性， 即课堂提问要有科学
性和针对性， 提问要紧扣教学目标和教材内
容，要从感知直观入手，但不宜一问一答，展
示现成知识的结论， 以免学生猜测教师的意
向作答，掩盖了学生的不知之处，使教师获取
的反馈信息不真实。 同时，提问要确切，要针
对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不能超越学生知识、
思维的实际水平， 也不能使问题语言含糊不
清，模棱两可，否则，课堂提问会造成停滞局
面，达不到预期目的。

2.适时性原则。 课堂提问的适时性应该
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抓住时机，及时提问，能
适时创设有利的思维情境， 使学生思维积极

活跃，充分调动学生积极获取知识的欲望。同
时，设计的问题要与学生思维同步，要遵循循
序渐进的原则。 其二，提问的次数要适度。 课
堂提问的效果直接与提问的时机有关， 要因
时设问， 恰到好处。 提问的次数不是越多越
好，过多或过频的课堂提问，表面看起来热热
闹闹，实际上会导致学生随大流，不去深入思
考，增大回答问题的盲目性。

3.梯度性原则。 现代信息论认为，教学是
一种循序渐进的，有效地选取、组织、传递和
运用知识信息，促进学生了解信息，掌握知识
的活动。从课堂教学整体上看，必须抓住教材
和教学内容的整体要求， 根据学生的认识水
平和心理状态，科学地按一定梯度展开设问，
提出的问题要按知识点难易级差从低到高逐
层进行，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对不同层次
的问题， 要选择不同层次的学生对象进行回
答，从易到难，由简到繁。

二、数学课堂教学中有效提问的几种方式
1.激趣性提问。 就数学知识本身而言，绝

大部分内客是枯燥无味的。 如果教师照本宣
科地去讲解，学生听来索然寡味，提不起学习
兴趣； 如果教师的提问做到了寓知识于趣味
性之中，创设愉悦的情境，定能带领学生投身

到探究新知的过程中去。例如：在讲授三角形
的稳定性时，教师可这样设问“为什么射击运
动员在瞄准时，用手托住枪杆（此时枪杆、手
臂、胸部恰好构成三角形）能保持稳定？”就是
这样看似很随意的一句话， 能使课堂气氛活
跃起来， 使学生在轻松喜悦的情境中进入探
求新知识的阶段。 这种形式的提问能把枯燥
无味的内客变得鲜活有趣。

2.发散性提问。 发散思维是一种创造性
思维， 教师若能在授课中提出激发学生发散
思维的问题，引导学生纵横联想所学知识，沟
通不同部分的教学知识， 对提高学生思维能
力和探索能力是大有好处的。例如：在讲授正
方形面积公式后，可这样提问“有一块正方形
稻田，边长为 20 米，现在每边长扩大 5 倍，求
扩大后的正方形面积是多少？”教师可以让学
生先试着求出结果， 这样学生就会积极探索
思考， 利用以前学过的求面积的知识得出各
种不同的解法， 最后进一步归纳出边长扩大
多少倍后的面积公式。

三、数学课堂提问有效性实施策略
1.考虑问什么，什么时候问。 如果教师准

备不足，想问什么就问什么，就会使课堂显得
松散甚至起不到提问的作用。 课堂提问的题

目一定要斟酌，要提到点子上。 对重点、难点
问题提问时，更应慎重，要紧紧围绕着重点及
如何攻破难点提问题。

2.给学生答问以等待。 教师提问题后，要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 不要马上重复问题或指
定别的同学来回答， 其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
定思考时间。学生回答问题后，教师也应等待
足够的时间， 再对学生的回答作出评价或者
再提另外的问题。 这样可以使学生有一定的
时间来说明、补充或修改他们的回答，从而使
其回答更加系统、完善。

3.找准“最近发展区”。 教师提问时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并采用不同的方法。提出的
问题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太难，不能脱离
学生的认知水平。 学生的思维与认识对象之
间有一个“最近发展区”，教师设计问题要寻
找这一个“最近发展区”，提出有利于学生积
极思维具有思考价值的问题， 特别是在教学
内容的重点、难点、关键处提问更应该注意到
这一点。当学生的思维出现障碍时，教师要及
时点拨， 像疏通河道一样， 把学生的思路理
顺。 总之，教师要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问在
疑处，点在惑时，以达到引发认知兴趣，获得
知识，提高能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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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汪曾祺集》有感
———浅论汪曾祺作品内容的中和之美

岳阳市一中 张小倩

浅谈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提问的有效性

针对目前桃江县广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展中遇到的“人员包袱、资金压力、体制困
扰、队伍乏力”等诸多困难和实际问题，尤其
是少数干部职工身上不同程度存在“精神不
振、观念不新、作风不实、觉悟不高、能力不
强、自律不严”，甚至还有极个别同志“不想
事、不做事，不把上班工作当回事；不会做事，
做不得事；不敢做事，怕做得事”的现象，笔者
就广大干部职工如何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
努力推动桃江广电传媒工作再上新台阶谈点
肤浅认识。

一、要提升工作激情。 广大干部职工一定
要知难而进、激情拼搏，变被动为主动、化压力
为动力。具体的讲，就是要做到“三个要有”：首
先，要有强烈的事业心。 事在人为，事在人谋。
只要时刻注意把心放在工作上，把工作放在心
上，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就没有克服不了的
困难，没有上不了的台阶。其次，要有强烈的责
任心。 工作意味着责任，只有怀着强烈的责任
心，才会用心用情用力去工作，才有可能把“不
可能做好”的工作做得完美，把“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圆满完成。再次，要有强烈的上进心。只

有心中时刻有强烈的上进心和进取心，才能长
久地保持工作热情和激情， 增强积极主动性，
强化工作责任心，切实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履
其职、尽其责。

二、要加快工作节奏。 广大干部职工要做
到“三个注重”：首先，要注重超前谋划。“凡事
预则立，不预则废。 ”一定要自觉养成超前思
考、超前谋划的良好习惯，提高快半拍谋事和
决策的能力，对工作想在前、谋在前，对可能出
现的情况和变化提前考虑， 早备应对之策，切
实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 其次，要注重
提高效率。“快”字当头，“实”字托底。要进一步
强化执行意识，提升执行能力，真正做到“雷厉
风行、说干就干”“今日事、今日毕”，不延误时
间、不拖泥带水，做到紧张有序、有条不紊，确
保按期按质、争取提前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再
次，要注重解决问题。 能否及时妥善解决工作
中的问题，既是衡量事业心和责任感的显著标
志， 也是衡量处事能力和协调水平的重要标
准。对于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做到：及时
发现、敢于正视、迅速解决，决不回避问题，也
不上交矛盾，更不贻误工作。

三、要提高工作标准。 广大干部职工一定
要牢固树立“敢争第一”的思想，提振精神、坚
定信心、鼓足干劲、奋力争先。 具体的讲，就是
要做到“三个创新”：首先，要创新工作目标。我
们必须按照争创“四个一流”（即一流的队伍、
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管理、一流的业绩）的目
标，要求每个责任领导、每个责任股室主要负
责人，都能够按照“四个一流”的考核标准，以及
县局下达的内部绩效考核办法， 对照各自承担
的职责任务，将工作量化、细化，具体分解落实
到各个时间节点、各个责任人员，真正做到部署
工作提出标准要求、督导工作依据标准推动、考
核工作按照标准衡量，以标准提质量、以标准求
效率、以标准促落实。其次，要创新工作理念。今
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确立高标准、立足高起
点、追求高目标。 要着力追求高质量落实，自觉
主动向先进看齐，着力打造亮点特色。 再次，要
创新工作举措。 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和新的目标
要求，一定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换脑筋、创新举措
抓落实。 公司将在工作纪律、目标管理、责任落
实、绩效挂钩等方面，力求有新的举措、新的突
破， 努力形成千斤重担众人挑， 人人肩上有压

力，调动一切积极性，力促工作落实。
四、要转变工作作风。 广大干部职工一定

要扎扎实实、不虚不浮，一心一意谋发展，专
心致志干工作。 具体的讲，就是要做到“三个
强化”：首先，要强化务实态度。 坚持潜心做
事、低调做人，不空谈、不浮夸，切实把心思、
时间和精力放在深入调查研究、 超前谋划工
作上，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促推重点工作上，
放在不断创新思路、持续改进工作上，确保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有效落实。 其次，要强化能
力建设。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
强化能力建设至关重要。 一定要坚持深入学
习、深入思考、深入实践，不断提高自己独当
一面的工作能力，重点是政策领悟力、科学决
策力、开拓创新力、沟通协调力、高效执行力、
应急处置力。 再次，要强化团队精神。 团队精
神是团队高绩效运行的黄金法则。 为了共同
目标，为了共同利益，每位干部职工都要切实
增强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大力弘扬“相互理
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提高”的团队精
神，共同提升团队执行力、战斗力、凝聚力与
影响力。

如何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
益阳市桃江县广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政工科 谭禹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