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学者一惊呆， 网友苦
水滚滚来：“数学滚出高考界！”
童鞋们，淡定，淡定！中式教育
固然有对于实践和创造性培养
的缺乏的不足， 但也实在不必
为了外国学者一个“惊”，就妄
自菲薄、全盘否定。

数学反复的解题过程看似
无用， 实际上锻炼了解题人的
逻辑思考能力， 有能力的人才
能在人才选拔中脱颖而出。同
样一份试卷， 为什么你做不出
别人行？ 这也不考， 那也降分，

拿什么考验你的智商？
不过， 我们也确实应该反

思，高考数学题的“剑走偏锋”。
一些古怪刁钻的“爬坡题”激
发着高中数学不断向难题攀
登，最终走上“难于上青天”
的角尖。这到底有啥意义？如
果不是专攻数学， 生活中能
用得上的又有几何？ 数学高
考题应该是考察学生利用数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而不是“做题竞赛”。

■黄雪

创可贴 会解数学题，也是超能力

… 微吐槽

2013年10月25日 星期五
编辑/黄雪 美编/陆薇 校对/黄蓉 A27播微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企业QQ号：800096258

氧净进入长沙市场，洁宇日化在
长沙地区诚招各区域业务经理
数名,万元月薪等你来挑战.待遇:
底薪 2000+提成! 联系电话：
89703528 153 6423 5063刘生

诚聘业务经理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帮帮网址：4000918080.com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泓锐所诚邀

律师 调查

王律师18607319453
资深刑案辩护合同婚姻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超声波捕鱼机：可捕鱼范围深宽
25-180 米，价格 680-3680 元等
多种型号。高频激光捕猎机：可诱
捕多种动物，诱捕范围 2000-8000
米， 价格 780-3300 元等多种型
号， 将详细地址姓名发送到
13828617995即免费寄资料光碟
参考。 广东省信宜市越丰电子厂
0668-6858311 WWW.YFDZ99.COM

致富良机

股票合作送 6万
股票配资送 6万。 13574880747。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足不出户月过万元
润达网络免费提供增值电话平台
免加盟费，盈利当天结男女均可。
010 -86351188 18612737728宋

银行贷款 15802595702
凭本人身份证办理，当日下款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13467668666

【化学原料】普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
不多不少不重复。 玩斗牛，金花，三公，
牌九，字牌，庄闲绝杀。 不偷不换，任何
人均可学会。 麻将机无需安装程序，一
人打三家，售高科技进口隐形眼镜、一对一
隐形分析仪、变牌仪、药水、色子（不会不收费）
人民路友阿百货对
面凯通国际 14 楼

澳门牌王老
字
号

刘

普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 可赤膊
演变斗牛、金花、三公字牌，另售
高清透视眼镜可看透扑克麻将字
牌。 大范围扑克麻将分析仪，桌上
无任何东西可知牌的大小。 隆重
推出远程飞针麻将以一胜三，合作
出 场 T：13327317711 胡
网址：www.13327317733.com

大赢家

有无抵押均可, 月息低至 1%,放
款快,贷前无费用。 18684722588

小额借贷

诚寻生产商合作
不收任何费用，送技术送设备，
你生产我回收，上门收货付款。
020-86549365 13580535399徐生

企业个人项目贷款， 无抵押、
商会资金，银行利息、需要监
管、成功收费。 13645161519
T：025-83400798传真：58815228

宁沪商会直投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三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 、利率低，放款快。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芙蓉卡友 18390817671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五一广场）（平和堂 908室）
84721768、18173128078

小额速借捷
胜

咨
询

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13786175966

咨
询代办信用卡 18274856326

上门安装自设牌型, 长麻转麻万能遥
控随意操作.一对一隐形眼镜、字牌扑
克感应仪，无需镜头直接报牌。长沙火
车站凯旋 A 栋 2005 13755058383

程序麻将

贷 款 咨
询

凭本市身份证，无抵押当天放款
新世界百货 2106 室（五一广场对面）
89700838、18008403370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诚信专业
简便！（房地产、矿产、电站、农牧
林，制造加工等各类新建项目）区
域不限，企业个人均可，轻松解决
企业资金困难 028-68080888

巨银投资贷款咨
询

精娱牌具
专业上门安装麻将机程序， 飞针麻
将，感应麻将，单人分析仪远距离桌
面不放东西，一对一透视眼镜等。

138 7311 5355
晚报大道
时速风标

www.cspj888.com

农科院杂交技术应用新成果
品种优、易饲养、价值高、
市场缺、包成功、包收购。
咨询电话：0731-89707061

土元（土鳖虫）黄粉虫养
殖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028-65280060

1、及时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类
资金难题。 一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区域不限。
2、 支持各类项目融资借款、
矿山、农业、水电、林业、房
产、养殖、酒店等投资借款
审批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丰通投资

1万配资 10万。 咨询 85574666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港湘建筑装修设计、施工
装修、 幕墙（含雨篷、门
窗）设计甲级，施工一级。
电话：0731-84710806、13808412817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信誉快借咨
询

85045959、18874783399

凭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
五一大道新世界百货 1909室

028-68000928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
域不限， 手续简单、 审批
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天下财富
雄厚资金

成 功 千 万 里
融 资 零 距 离

咨
询

信用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 五一新干线 A座 1017室
85285563、18975843563

专业维护、代还，手续费低 8‰、
信用卡积分。 谢莎:18684641474

长沙信用卡免费维护

无门槛，随借随还，欢迎同行合作。

贷款
18670752122

信用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
浏城桥（定王大厦 1621 室）
88706076、15116151535

40元/行起(公告从高）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您要发财吗？您要出人头地吗？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生产的福喜迎门酒！ 该酒
品质优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合
婚宴寿宴喜庆宴。 价位低，利润空间高，有央
视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资等优厚市场支
持，正特惠诚征全国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网址：www.wlyfxym.com加盟 QQ:15981569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专业上门安装自摸程序麻将机 .
宽范围扑克分析仪, 一对一透视
隐形眼镜. 筒子. 麻将, 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长沙晚报大厦正对面

实战牌具 13467671788专业办理各类企业流动资金，启
动资金，财团直投，速度快，手续
简。 服务宗旨:与大中型企业同
步发展， 和中小型企业共同进
退。 高薪诚聘全国业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江苏东盛投资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搬家 回收

MBA/MPA双证热招中
高效辅导通过率高 18681018601

招生 招聘

高考数学题惹来外国学者惊呼
博友吐槽：被数学虐过的那些年……

@央视新闻：【中国高考数学题 惊呆外国学者】“英国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考题是勾
股定理，中国高考的几何题需要做出这么多辅助线。”当教育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
力24日把两道考题展示给参加第六届北京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论坛的的中
外来宾时，白头发的外国学者都发出一片惊呼，中国学者却默然。sin(A+B)=sinA-
cosB+cosAsinB;a/sinA=b/sinB=c/sinC……这些数学公式，你还记得多少？

@王雪锜：我就不明白了，
高中数学有必要学得那么深
吗？ 以后走进社会绝大多数都
用不上。

@排行榜001： 数学家丘
成桐说： 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
本没有清晰的概念， 只是做题
的机器，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
培养出数学人才！

@骏乃良才也： 曲解国外
的数学教育！ 他们的数学试卷

也讲求难易结合， 前几题是很
容易的， 而最后几题也是有相
当难度的，跟我们的一样。你拿
人家最前面的试题和我们最后
几题相比较，有可比性么？

@董青璇nv： 数学不仅是
无聊的解公式， 更是锻炼人
的脑部神经， 在各方面都非
常重要。 小伙伴们不要因为
自己的数学差， 就发出不理
智的呼声！

via暴走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