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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攻略

多角思维

“割补”“拼组”三角形
回看数学的产生和发展， 不难发现， 学过的图形。 这时，笔者引导学生观察、思 式自不必说，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经历
伴随数学一路走来的，正是人类认识事物 考、对比，分析原因。 学生发现，原来红领 了对“转化”思想更深入的认识，思维的灵
的各种各样的思维活动。 如各种原始的计 巾是“割补”成了两个一样的三角形，所以 活性、深刻性得到发展；学生通过观察、操
数法，内涵就是“直观”“一一对应”等思维 才能转化成功， 而现在的普通三角形，不 作、想象，空间观念这种重要的思维能力
方式；几何的产生，“形象思维”功不可没， 管怎么剪， 都不能分成两个一样的三角 得以提升……
几何的发展，“推理思想”贯穿始终；各种 形。“
割补”的思路看似不通了，那怎么办？
一个人从出生时的懵懂无知，之所以
算法，往往就是“优化”的结果，就是一种 学生主动思考，深入探究，最后发现不用 能成长，之所以会越来越聪明，之所以能
“数学模型” ……每个数学知识都是人类 “割补”而用“拼组”也可以实现转化（拿两 适应生活，能开拓创新，最重要的因素，就
“思考”的结果，都承载着人们认识事物、 个一样的普通三角形拼成一个平行四边 是通过受教育，不断地积累知识，不断地
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
发展着思维。 作为富含理性思维的数学学
形）……
所以，笔者一直认为，数学知识本质
上课的过程曲曲折折，也许会让人觉 科，自然也担负着这个重要的使命，“数学
上就是一个思维的载体；教数学，最重要 得“啰 唆烦琐”。 然而，这样的过程，究竟给 是思维的体操”早已为我们点明发展思维
的就是要借助这个载体，让学生在获得知 了学生什么呢？ 深刻理解三角形的面积公 是数学教学的本真追求。
顾志能
识与技能的同时，获得更有意义的思维发
展。
以“三角形面积”这节课为例，笔者教
过多次，也指导过其他教师的展示课。 笔
者主张，该课的设计要牢牢扣住“发展思
维”。
在这节课之前，学生刚学过“平行四
边形的面积”， 他们学会了沿着平行四边
形的高剪下一个三角形， 拼接在另一边，
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 这种“割补”的方
法，蕴含了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那就是
“转化”。
教“三角形面积”时，刚一上课笔者就
请学生说说生活中三角形状的物体，然后
挑了学生最熟悉的红领巾，让他们计算面
积。 学生很顺利地用“割补”的方法，将三
角形转化成了平行四边形或长方形，求出
9 月 29 日，新邵县小塘镇言栗完小的学生及家长驻足校园宣传橱窗前，
面积。 在学生都觉得很容易之时，笔者再
认真观看预防校园暴力宣传图展。 为打造平安、和谐校园，该校通过召开主
让学生尝试另一个普通的三角形（不是等
题班会、出黑板报、宣传橱窗展览防校园暴力等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动加强学
腰三角形），结果学生反复实验，发现无论
生、家长对校园暴力的认识和防范。
通讯员 黎锦玉 黎建成
沿着哪条高（或中线）剪，都无法拼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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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行且思

一天中午， 刚入职的小周老师来求助
这几天一到午睡时间， 就有两个小
笔者：“
朋友一直哭，怎么哄都不行，导致其他宝宝
也无法入睡，怎么办？ ”
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吗？ ”笔者询问道。
“
“除了要妈妈，没有任何要求，但我也不能
带他们找妈妈啊！ ”小周老师一脸委屈。
午休时间， 笔者去往小周老师所在的
班级， 远远就听到高高低低的嘶喊声和嘈
杂声。 进去一看，只见瑞瑞在高低床的下铺
拼命挣扎着，还不停地踢老师。 小周抱着他
并耐心哄着：“不哭， 不哭啊！ 周老师陪你
睡！ ”但瑞瑞仍然一边哭喊一边挣扎。
不
“他在说什么？ ”笔者问小周老师。“
知道啊，听不懂。 ”小周老师手一松，瑞瑞就
挣扎着爬到床头，嘴里喊着：“
开灯，开灯！ ”
“他在说‘开灯’！ ” 笔者重复给小周老师
听。“开灯？开灯干吗？”小周老师疑惑地问。
笔者先和情绪稳定的甜甜小朋友商量和瑞瑞换
一下床，甜甜很快就同意了。 于是，瑞瑞睡到了没有遮
挡的小单人床上。 到了单人床上的瑞瑞虽然还在不停
抽泣，但不喊了，身体也不挣扎了，情绪安定了很多。
而且，因为前期的挣扎哭喊消耗了很多体力，在笔者
的轻声安抚下，10 分钟后瑞瑞就睡着了。
“彭老师，你好厉害！ ”小周老师很崇拜地看着笔
者。
“
不是我厉害，而是我听懂了他哭闹里的秘密，帮
助他解决了问题。 ”小周老师一脸茫然。 笔者补充道：
“他喊‘开灯’，是因为他觉得下铺床黑黑的，他怕黑，
非常恐惧，所以情绪快崩溃了，才会那样声嘶力竭，而
你还一直在‘
好心’地控制他！ ”
第二天，午睡时再去小周老师的班级时，瑞瑞的
表现比前一天好多了。
小班幼儿语言表达能力较弱， 词汇量相对匮乏，
哭声就是他们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青年教师还需要用
一颗敏感与细腻的心去关注幼儿，将书本知识快速有
机地整合进实践活动，用儿童的视角去观察儿童的世
界，这样才能迅速走进幼儿的内心。
彭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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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新闻角度的危害
□曾冰鹤

新闻角度，是指新闻的视角。 选择好的角 方陆续朝老人走来，把“抢”来的钱都一一交
度，是为了更客观、更突出地展现新闻价值。 到他的手里，并劝他数数钱，看少没有少。 一
但也有一些新闻采编者，挖空心思玩角度，造 数钱，却多了五元。 原来是一位妇女准备到商
成了一定的危害。
店买东西，刚才光顾帮老大爷捡钱了，竟忘了
自己手里还拿着钱，一齐都交给了老大爷。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一、 一家报纸报道说： 某卷烟厂推行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四则报道造成的危
“零缺陷”质量管理理念，长期注重卷烟的新 害。
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研究和创新，不断提
例一从某卷烟厂优化产品质量的角度
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品质， 在降低卷烟的有害 进行报道， 容易让受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
成份、 提高卷烟吸食安全性等领域处于国内 即该厂产品质量挺棒，吸食该厂的卷烟是比
领先地位。
较安全的。 这是严重的误导。 这则新闻，也成
例二、一家电视台报道了一起车祸：一辆 了有害的新闻，而不是有益的新闻。 例二的
汽车和一辆满载残障儿童（孤独症患者）的校 报道，使受众受骗上当。 看了前面的内容，给
车相撞。 两位记者赶到现场时，场景令人非常 人的感觉，是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看到最后
震惊。 受到极度惊吓而几乎无法言语的孩子 才知道，其实，那只是一起不太起眼的交通
被抬上担架接受医疗检查，到处是尖叫声。 不 事故而已。 其实，两位记者在对医院进行采
知所措的、睁大双眼的孩子们蠕动着身体。 记 访之后，早就心中有数了。 当时，一位记者叹
者以孩子们躺在担架上哀号的画面和现场声 息说：“这是一次小事故。 ”可另一位记者回
音进行了报道，直到报道的最后，观众才得知 答说：“如果我们播出孩子们在现场尖叫的
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在车祸中受重伤。 编辑发 镜头，它就不小了。 ”两位记者讨论了对这起
现报道非常有冲击力， 就把它放在了新闻节 “小事故”进行报道的职业伦理问题。 他们都
承认， 如果按照道德伦理的标准来考虑，这
目靠前的地方播出。
例三、一家全国性大报报道说，某国家级 个报道就完蛋了。 虽然心有不安，但记者还
贫困县出了一件新鲜事， 一位山村裁缝特别 是以孩子们躺在担架上哀号的画面和现场
爱美，倾囊而出，举办了一次时装展，在当地 声音开始了报道。 在孩子们的哭叫声中，记
引起了小小的轰动。 稿件是一位基层通讯员 者解说道：“他们躺在担架上，茫然地盯着天
空。 校车上的 13 个孩子，再也不能完成他们
采写的。
例四、一则名为《钱被风刮跑以后》的小 这个早晨的行程。 ”报道相当的煽情，然而，
通讯，当年几乎成了精巧型新闻中的经典。 其 它制造的“现实”严重扭曲了这起新闻事件
大概内容是这样的：长春。 北风刮得很猛，我 的真相，也是误导。 例三的情况如何呢？ 这虽
骑自行车，只顾低着头，往前紧蹬。 临近和平 然不是一起子虚乌有的完全虚构的报道，但
大路口， 把一个边走路边低头数钱的农民老 从本质上来说， 新闻事实被大大地夸大了。
大爷撞了一个趔趄， 他手中的一把人民币掉 那位裁缝只是具有爱美之心，且颇具商业头
在地上，随即被风刮跑。 过往行人不约而同地 脑， 将别人定做的一些有特色的服装挂出
向钱飘走的方向跑去。 老大爷很着急。 没过多 来，以招徕顾客而已，离举办时装展相差十
久，风似乎有些小了，“抢钱”的人们从四面八 万八千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则报道，含

有较多的虚假成分，严重误导了受众，它使
一些受众觉得，那里的老百姓已经比较富裕
了，赶时髦赶到了中国乡村的最前沿。 而实
际情况是，那里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那里
乡村的老百姓仍然相当贫困，那里乡村的老
百姓根本就没有条件举办什么时装展！ 例四
选择的角度相当刁。 如果整则新闻没有问题
的话，它无疑是一则好新闻。 但如果代替不
了现实，这确确实实是一则假新闻。 作者想
出的钱被风刮跑以后这一角度， 相当妙，且
其中又有巧合的成分，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
这样的素材。 对于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
来说，只会为想出了这样一个好点子，而现
实生活中没有相应的素材感到遗憾而已，绝
不会去造假。 但对品格低下者而言，造假就
不会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了。 从瞎编角度到
全篇造假，它给新闻的损害是致命的，它的
损害甚至超出了这条新闻本身，一些受众对
同类的精巧型新闻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真是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接下来，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四例玩角度
的报道出笼的原因。
先来看第一例报道。 美国学者约翰.H.麦
克马那斯在其著作《市场新闻业》中说：“媒体
有两类顾客：广告商和新闻消费者。 新闻消费
者在理性追求自身利益、评估新闻质量、寻求
竞争性的新闻来源等方面都不擅长， 遵循市
场逻辑的媒体只能牺牲消费者的利益， 满足
广告商的要求。 而且，媒体追求利益最大化，
为了讨好广告商， 成本最低的办法就是让新
闻对广告商有利。 ”例一中的烟草企业，就是
该媒体最大的广告商之一， 让报道对广告商
有利，对于媒体来说，绝不是心不在焉，而很
可能是早有预谋。 它就是要用这样的报道来
赢得广告商的欢心， 让广告商大把往外掏银
子，你奈何得了它！ 例二关于残障儿童车祸的

报道的处理，关键在吸引眼球，即吸引更多的
注意力。 现代媒体之争，很大程度上是注意力
之争，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吸纳更
多的广告，捞更多的银子，谁的日子就好过。
媒体权衡利弊， 只能牺牲新闻消费者的利益
了，误导不误导，抛到了九霄云外。 媒体这样
做，虽然不合新闻道德，但也有它的苦衷。 我
们同情它，但批评是决不能放弃的。 不然，这
种倾向一旦泛滥成灾， 对新闻的损害十分严
重，对新闻消费者的损害也显而易见。 例三把
挂出几件新颖的服装夸大为举办时装展，其
主要原因恐怕是为了上稿。 一个普通的通讯
员，要在全国性大报上发表作品，如果没有好
的角度，很难成功。 于是通讯员便钻山打洞，
千方百计地取悦于编辑。 而编辑有时为了媒
体的利益， 也在可疑的新闻面前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 于是虚假新闻便堂而皇之出笼了。 例
四把虚构的东西当新闻，有为了上稿的原因，
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想瞒天过海创所谓的“好
新闻”。 一个利字，新闻采写者心甘情愿地将
良心喂狗吃了。
要避免以上现象的出现， 重要的是要讲
求新闻道德， 使不讲新闻道德的行为成为过
街老鼠，人人喊打。 例二、例三、例四，都存在
一个新闻道德沦丧的问题。 如果没有好的新
闻道德，这样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 它会损害
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 大力提倡新闻道
德，已迫在眉睫！ 例一存在一个社会效益和媒
体自身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 当然，正确的选
择是，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不能
凌驾于社会效益之上。 否则，媒体将很难担当
起正确引导受众的责任。
最后必须强调的一点是， 作为新闻采编
者，在采编新闻时，还是要讲究角度，好的角
度，能增加新闻的魅力。 本文只是提醒新闻采
编者，不要走火入魔玩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