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

防护， 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
机上的弹痕分布， 决定哪里弹痕多就
加强整改哪里。 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
排众议， 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
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
难有机会返航， 所以这部分数据被忽
略了。 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
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
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 800 字。

（2019 年高考全国二卷）

“二战” 期间英美军方为
强化飞机防护，调查其弹痕分
布，认为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
里。 但统计学家指出，应注意
弹痕少的位置。 事实证明，后
者是对的。 这件事体现的正是
大名鼎鼎的“幸存者偏差”问
题。

对于我们而言，这种偏差
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 我们应
学会分析具体问题，摆脱思维
惯性。

英美军方用惯常的思维
方式推导，认为弹痕多的位置
是最易遭受攻击的位置，因此
要加强该位置的防护，但事实
上，那些位置遭受重创而飞机
仍能返航，恰恰证明那些部位
对飞机影响较小，不需要太多
防护。 军方的思维方式就是一

种惯性思维。 惯性思维会影响
人们对问题的推导过程，进而
影响结果。 虽然它有优势，那
就是加快解决旧问题的速度，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思维惯性
对于人们解决新问题却具有
误导、制约作用。 因此我们说
摆脱思维惯性，具体指的也是
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 而材料
中的“幸存者偏差”，正是源自
人们用惯性思维解决新问题。

如何摆脱思维惯性？ 这要
求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
能正确找出关键所在。 加强飞
机的防护，是为了提高飞机整
体的安全性，这就是问题的关
键。 沃德通过逆向思维，提出
关注弹痕少的位置，是因为这
些位置若遭受重创，飞机往往
难以返航， 所以从整体考虑，

加强这些部位的防护对飞机
安全才有重大作用。 沃德准确
地 把 握 了 这 个 问 题 的 特 殊
性———只有关键部位遭受重
创的飞机才很难返航———这
是那些有思维惯性的人很难
做到的， 他们更习惯于凭过
往的经验与直觉来看待新问
题。 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存在
特殊性， 必须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不能以一概全。 任何离
开具体问题的分析都是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对我们的思
维创新不利。

只不过，惯性要摆脱起来
并不容易。 但若想更好地担起
时代大任， 直面机遇与挑战，
离开思维惯性这一舒适区是
必要的。 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始终是真理。

二战期间，英美军方在调查
飞机弹痕分布后， 决定加强弹
痕多的部位。 但沃德力排众议，
指出应注意弹痕少的位置。 事
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这表明
我们应全面认识事物， 跳出定
势思维。

全面认识事物， 是立足于
统筹全局的前提下， 也要重视
局部。 英美军方认识到了弹痕
数量对于加强战机的指导性作
用，却忽略了细节。 但在一定条
件下，一些细微的关键部分反而
对整体会起到决定作用。只有沃
德重视了弹痕少的地方，认为这
些地方一旦受到重创，战机恐怕
再难返航。他全面认识了战机的
弹痕分布，又没有忽略任何一个
细节，才做出了正确决定。

全面认识事物， 还应把握
问题的多面性， 跳出已有思维
方式的束缚。 对于战机，大多数
人只看到了它表面看起来最薄
弱的地方，这些地方弹痕颇多。
但弹痕多的部位正如木桶上的
长木板， 如果只是延长这块木
板，看上去似乎水桶变大了，但
实际上木桶依旧无法装进更多

的水， 因为最短的那块木板才
真正决定着木桶的容量。 北宋
名相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告诉
我们， 其他人只注意到如何从
上面将人救出来， 司马光却关
注了缸的侧面。 惯性思维往往
会禁锢我们， 只有跳出这个
“圈”，才会发现更多不一样。

欧阳修曾写过“祸患常积于
忽微”， 告诫人们注意细节；苏
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提示我们认识事物
要多角度、多方面。 古人认识事
物如此，今人应亦是。 1979 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
地，人们的思维方式开始改变；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确立， 为中国经济建设指出
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 进入 21
世纪后， 国家意识到美好生态
环境是人们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又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 这些都是以发
展的目光全面看问题的结果。

还有很多事例带给我们启
示，要全面认识事物，跳出定势
思维。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有所
创新，挑战时代的浪潮。

“二战”期间，针对战机防
护加强出现两种方案：英美军
方认为要加强弹痕多的地方；
而沃德却认为应注意加强弹
痕少的地方。事实证明沃德的
正确。 由此不难看出：纵观事
物全局才能真正揭示事物的
内在属性。 即阅事件全局，揭
事物本真。

全面看待问题是认识事
物的重要态度。作为物质世界
的客观事物，任何一个都不是
简单的层状分布属性，而是一
种外观是混合态、内里是蛛网
状的复杂形态的属性。简而言
之，即是在简单却多样的外表
包裹下拥有着复杂的内涵。因
此，全面看待问题自然成为正
确了解事物内在属性的基本
原则。 否则，从单方面或有限
的方面作为切口，所反映的也
不过是所有属性的一部分。正
如沃德所想，他不局限于弹痕
分布，更看重战场实情，综合
思考，从而揭露真相。 故从全
面着手， 尽可能地揭开外壳，
找出深入联系，是认识事物的
重要态度。

全面看待问题是构建联
系的必要途径。正确打开核心
关键的最佳做法，就是对属性
的解构和联系的再构建。沃德
不仅关注到了未返航飞机的
存在，同时又与弹痕分布作出

了合理性探索和联系，从而理
顺脉络，提出正确方案。“思想
以自己的言语喂养自己，使其
成长起来。 ”全面看待问题使
属性的分析和联系搭建的阻
力减少， 从而又引发新问题，
完成不断地深化探索自我。所
以它是全过程中的必然前提。

全面看待问题是解决问
题的首选标准。单一方面切入
的齿轮可镶嵌在机器的工件
上，可由于与其他齿轮的不相
符，势必会带来整体运转的无
力。沃德通过合理分析所提出
的正确方案，不仅解决当下战
机加强的问题，同时也为日后
战机防护提供了方向，使事情
合理运作起来， 这也是关键。
现代中国建设中同样许多有
像沃德这样的人， 比如现代
5G 通信科技的研发中， 华为
旗下的研究团队正是区别于
美国研究人员累叠式的开发，
全面研究其本质，通过结构式
开发而达到成功。 因此，提出
问题的合理解决方案，首先应
综合考虑它能否普遍应用，适
用于全局。否则再多的努力也
不过是解一时之急罢了。

事物是复杂而多变的，我
们要正确揭开其神秘外壳，就
要考虑全面， 注重其整体联
系，真正探究其本质，提出合
理方法。

弹痕 启启示示

这个作文重点考查的

是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强
调学生对于自我思维的深

度批判及其同生活现实的

联系 。 可关注三个审题角
度：一、从内容的角度看 ，应
侧重思考被忽略部分的重

要性 。 如 ：生活中重要的往
往是被忽略的部分 ； 二 、从
提问的角度看 ，应侧重分析
“现象和本质”的关系 。 如 ：
透过现象把握本质 ； 三 、从
思维方式的角度看 ，应侧重
理解 ，全面而科学的认识事

物。如：坚持己见而不盲从。
这篇作文的优点是中

心论点突出，紧扣材料，分析
深入。 在两个主体段落中，无
论是关联词语或者论证方法

的使用，都充分体现出比较严
密的逻辑思维，这正是高考优
秀作文所必备的条件。作者恰
当运用因果论证、对比论证等
方法，分析得很深入。 文末再
点出中心论点， 并将论点与
“担起时代大任， 直面机遇与
挑战”结合起来，显得大气。
（广州真光中学 钟翠婷）

分析具体问题，摆脱思维惯性
□何浩亮 广州市真光中学 高三（17）班

学生
作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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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认识事物，跳出定势思维
曾芷延 广州市真光中学 高三（17）班

学生
作文[ [2

这篇作文在叙述军方调查

事件过后，较好地选取了很多古
人的例子：司马光砸缸、欧阳修
的诗词，尤其是苏东坡的“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样能比较生动地表达出“要对
事物进行多角度观察”的观点。

例子恰如其分，生动活泼，
就能大大地增加作品的说服

力 ， 这个值得肯定。 所谓文采
斐然，是也。

（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
副会长 、 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江冰）

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对英美军

方调查战机防护事件的一个叙述，
指出了如何摆脱思维惯性，具体问
题要具体分析，但没有举例说明来
加强文章说服力 。 所以文章整体
上显得比较平淡，仅限于叙述了自
己的观点 ，没有展开论述 ，视野也
不够开阔。

文章若要讲“活”，仅仅道理正
确是不够的，还要让听众心悦诚服
地理解与接受，这就需要更多的辅
佐手段。

（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会
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江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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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先言简意赅地概述材料，

引出观点 ，然后在紧扣材料 、分析
材料的基础上 ， 体现了层次分明
论证的优点。 从论点一“重视局部
和细节 ”，到论点二 “跳出思维惯
性 ”，思路不错 ，种种因果分析十
分恰当。 论证过程中，能将一些积
累的论据恰当地运用起来 ， 也是
值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用到“木桶
理论”和“司马光砸缸”的事例。

在文章结束前，由古到今，由个
人到国家的论述中， 如果能再结合
观点多写两句点题之语就更好了。

（广州真光中学 钟翠婷）

非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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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事件全局，揭万物本真
□陈泽霖 广州市真光中学 高三（17）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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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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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充分体现了作者逻

辑思维的严密 ， 特别是很好
地运用了哲学的观点和语言

来分析论证 ， 既体现出文科
生的优势 ， 又提高了文章的
“层次”，特别值得推荐。

其论证分层 ：认识事物 、
构建联系到解决问题 ， 既结
合材料又联系现实 。 其中还
引用了泰戈尔名句 ， 升华主
题，很有特色。
（广州真光中学 钟翠婷）

在对二战期间英美军方

调查事件叙述后 ，对事件进行
了理智的分析。 引用例子偏于
科学理性 ， 不够形象生动 ，影
响了作品的说服力。 即使有华
为旗下研究团队的例子 ，但如
何有效地说明主题？ 缺少准确
性与生动性 。 作文比较平面 ，
缺少亮点 。 文若论道 ，仅合乎
逻辑尚不够力 ， 旁征博引 ，生
动演讲，方可征服听众。

（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协会副
会长、广东财经大学教授 江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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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至10日， 改编自司
汤达著作《红与黑》、由《摇滚莫
扎特》 主创团队打造、 中法联合
耗时一年制作的法语音乐剧《摇
滚红与黑》 将登陆广州大剧院，
连演五场。

11月7日，《摇滚红与黑》剧组
在广州举行见面会， 一众主创登
场与广州观众分享了该剧的演出
心得和来穗感受。

《法国好声音》人气选手科莫
表示， 饰演于连这样一个家喻户
晓的角色是一大挑战：“要将他的
性格和特质在舞台上完全表现出
来，很不容易。 另外，剧中的歌曲
充满了柔情， 但又要用摇滚的方
式演绎……我没想到， 我们的演
出频率要达到1周8场， 这些都是
要克服的困难。 ”女主演伊莲则表
示， 她一直试图把德瑞纳夫人一
角表现得更加细腻：“我们台上会
有很多热烈的摇滚场面， 但内里
是对人性的思考。 ”

演员们还表达了对于广式煲
仔饭、火锅、面食等中国美食的喜
爱， 他们称：“之前在北京演出时
天气很寒冷干燥， 广州还是温和
湿润的。 在这里，我们演戏的心情
会更放松、享受。 ”

据介绍，初版《摇滚红与黑》
2016年在巴黎宫殿戏院首演后，
迅速在法国掀起风潮 。 此次的

2019升级版是主创重聚创作并经
中国出品方糅入中国文化元素后
的全新制作。 该剧由执导过《摇滚
莫扎特》《亚瑟王》 等音乐剧的弗
朗索瓦·舒克耶担任导演， 威廉·
卢梭担任音乐总监及作曲， 文森
特·巴特安担任艺术总监、 作词，
《法国好声音》 导师扎吉负责作
词。 在舞美方面，《摇滚红与黑》没
有采用传统的“大布景大装置”的
音乐剧制作方式， 而是采用新的
技术和创意， 进一步升级3D多媒
体舞美。

这是中国主办方聚橙音乐剧
制作的第一部外语版本音乐剧。
据悉，广州站之后，11月14日至17
日， 该剧将移师深圳南山文体剧
院开启本年收官之站。

《法国好声音》群星加盟

音乐剧《摇滚红与黑》
开启广深之旅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TVB今年取消了在11月举行的
台庆亮灯和节目巡礼，改为以特别节
目形式公布2020年剧集和综艺片
单。 节目里，TVB一口气公布了来年
的11部重头剧集和14部综艺节目。
TVB每年总有那么一两部剧集带给
观众惊喜，成为“爆款”。 去年有《跳
跃生命线》、今年有《金宵大厦》，明
年又会有哪部剧集突围而出？

《降魔的2.0》
近年TVB开始求新求

变， 不断尝试新剧种，《降魔
的》《踩过界》等口碑颇佳的新
派剧集将于2020迎来续集。

最受关注的莫过于《降
魔的2.0》。2017年播出的《降
魔的》以“奇情故事+香港人
情味”突围而出，成为当年的
话题之作。 今年《金宵大厦》
的热播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配
方的成功。 明年，《降魔的
2.0》即将回归，马国明、胡鸿
钧、 黄智雯等原班人马将继
续上一部未完的故事。

从预告片看来，《降魔
的 2.0》 的奇情气氛有增无
减， 的士司机马季（马国明
饰）要在香港街头斩妖除魔。

值得一提的是， 第一部中的
人气角色———已经过世的
“龙猫”（何远东饰）和神秘失
踪的莫有为（蒋志光饰）也出
现在预告片中。

《唐人街》
2016年的《城寨英雄》让

功夫题材重现小荧屏。 监制
文伟鸿的新剧《唐人街》，也
号称“以真功夫打出血路”。

《唐人街》的故事设定在
泰国曼谷唐人街， 讲述华人
在当地的奋斗史。 从预告片
看来，《唐人街》堪称“泰国版
《城寨英雄》”。 在演员方面，
除了胡定欣缺席之外， 陈展
鹏、姚子羚、王君馨、伍允龙、
元秋等“城寨班底” 悉数回
归； 每个主要人物都代表一

个门派：陈展鹏的八极拳、陈
山聪的泰拳、 姚子羚的峨眉
刺、伍允龙的洪拳、王君馨的
谭腿……短短30秒的预告片
就出现了近十种拳术腿法。

《踩过界2》
观众千呼万唤的《踩过

界2》 也将于2020年回归 。
2017年的《踩过界》是TVB
律政剧的一次突破， 王浩信
饰演的失明大律师文申侠是
港剧中少见的“孤胆英雄”型
人物， 剧集的故事和拍摄手
法都颇有美剧感。本次节目巡
礼上释出了《踩过界2》的概念
预告片，王浩信、张振朗、蔡思
贝回归，新晋花旦张曦雯将加
入担任女主角。 剧集预计在
今年12月正式开拍。

《法证先锋IV》
《法阵先锋》系列时隔七年重

启，《法证先锋IV》 于去年开拍，
原定作为今年的台庆剧在11月开
播， 却因为黄心颖和许志安出轨
事件而被迫重拍， 由汤洛雯顶替
黄心颖在剧中的记者角色， 剧集
只能延后到明年播出。《法证先锋
IV》光是重拍都花费了过千万港
元，耗资巨大。

《使徒行者3》
《使徒行者3》在今年3月正式

官宣，“爆seed” 林峰的回归让这
部剧备受关注。 马国明将在本剧
中担任反派， 在此前曝光的剧照
里， 他一头灰白色的头发非常抢
眼。 不过，本次的节目巡礼只公布
了一段简短的概念预告片， 并未
透露任何跟剧情相关的信息。

《黄金有罪》
《黄 金 有 罪》 以 1977 年 至

1987年的香港为背景，以“股票”
作为题材，讲述“过江龙”荣木桐
（张兆辉饰） 不择手段成为巨富
的故事。

从本次曝光的预告片看来，
《黄金有罪》无论题材还是风格都
仿若《大时代》复刻版。 兄弟从并
肩作战到反目成仇、 因为金钱泯
灭人性等情节都十分熟悉； 预告
片中还出现了股票交易中心红背
心等极具时代特色的元素。

《黄金有罪》的故事看上去并
不新鲜， 但主创班底让这部剧值
得期待： 主演张兆辉和黄智贤均
是老练的演技派； 监制王心慰近
年的产出也非常稳健，《迷》《逆
缘》都是口碑剧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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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剧集回归

经典题材重现

2020年TVB片单来了！

《降魔的2.0》回归，
还有“泰国版”《城寨英雄》

老将挑大梁
从这次公布的11部剧集

来看， 明年的TVB荧屏颇有
点“阳盛阴衰”。“最佳女主
角”胡定欣继续减产，明年产
量为零； 另一位“最佳女主
角” 唐诗咏手上只有一部与
王浩信合作的 《反黑路人
甲》；凭借《金宵大厦》人气急
升的李施桦已经离巢， 明年
只剩下一部告别作《法证先
锋IV》。 唯一一位称得上“大
花旦 ” 的是时隔四年重回
TVB的万绮雯， 她将与欧阳
震华和马德钟合作《伙计办
大事》。 如此一来，次梯队花
旦就有了更大的空间， 朱晨
丽、姚子羚、黄智雯、龚嘉欣、
黄翠如等人手两部剧， 平分
秋色。

男演员方面，明年的“剧
王”仍然是王浩信，他在《踩
过界2》《反黑路人甲》 两部
剧里担正。 此外，近两年减
产的几位老牌小生要回来
了。 一年没拍剧的黎耀祥，
将与两年没拍剧的陈豪共同
主演喜剧《杀手》，通过黑色
幽默的手法打造一个观众意
想不到的杀手世界。 TVB的

“福将”欧阳震华明年也会回
归， 与2018年的“最佳男主
角”马德钟搭档主演《伙计办
大事》，两人分别饰演东九龙
交通意外调查组总督察和性
格偏执的律师。 两人上一部
合作的剧集还是 2000年的
《陀枪师姐II》。

林峰在《使徒行者》中

《降魔的2.0》

《唐人街》

《《摇滚红与黑 》》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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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剧院 演出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教育路 80 号
订票电话：83352871

广州红豆粤剧团倾情演绎古装粤剧
11 月 9 日 (周六）下午 1:30《折子戏专场一》
11 月 9 日（周六） 晚上 7:30《折子戏专场二》
11 月 10 日（周日）晚上 7:30《刁蛮公主憨驸马》
11 月 11 日（周一）晚上 7:30《赵子龙保主过江》

微信关注“广州粤剧院”公众号可直接选座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