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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你们知道小孩最怕什

么病毒吗？当然是“作业
病毒”。小孩会因此得“作
业症”，而且小孩还怕“作
业龙卷风”。

你们知道什么是“作
业病毒”吧？就是只要见
过一次作业，身体就会出
现一种症状——看到作业
就会心烦意乱，还会恶心
呕吐。这只是刚刚感染了

“作业病毒”。接下来，“作
业 病 毒 ”就 会 让 小 孩 害
怕。为什么？因为身体里
会储存越来越多的“作业
病毒”，最后就会变成学
霸，还会变成“学仙”、“学
圣”、“学神”、“学魔”……
但小孩并不想成为学霸。

你想一想，从小学一
年级到六年级，总共要写
多少次作业？这些作业累
计起来，恐怕会让人得“密
集恐惧症”吧。你们知道
什么是“作业症”吗？如果
你身体里储存了很多“作
业病毒”，你就会得“作业
症”。学霸就是因为得了

“作业症”才会成为学霸。
你们知道什么是“作

业龙卷风”吗？就是风里
卷着作业，等风停了，作业
已经全部飞到你面前，上
面还挂着一个牌子，写着：

“请把我做完，谢谢。”它们
是“搞怪的语文”、“刁难人
的数学”，还有“调皮的英
语”……它们总是给你挖
无数个坑，让你无数次地
跳进去，只有偶尔能全身
而退。

因为有“作业病毒”，所
以同学们研发了“作业疫
苗”。就是糖果加巧克力，
再加上我们都爱喝的饮料
——雪碧。它可是抵抗“作
业病毒”攻击的特效药。

有一天，快放学的时
候，老师们说：“今天的作
业有……，以上作业乘以
100。”同学们顿时昏倒了，
似乎“作业疫苗”没有发挥
作用。老师看到这个情
景，也昏倒了，莫非他们也
中了“作业病毒”？

我醒来后，吓得浑身
大 汗—— 庆 幸 这 只 是 个
梦。
（指导老师 赵旋、凌健梅）

父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迷上了做菜，每天手机里播放的
都是做菜的视频。他手脚也没
停，从选材料到做再到试吃，来来
去去地研究，只为做出满意的滋
味。每次尝试新菜，父亲还会叫
上三五做菜好友，一杯小酒，就着
肉，桌边人亦师亦友，交谈的却不
过是口中这一味。

年逾半百的父亲，因做菜把
闲暇的日子充实起来。

两广地区饮食相近，在做鹅这
道菜上也有相同的默契。在老广
手中，一只鹅可有烹、炖、卤、烤等
不同的技法呈现。卤鹅料香、烧鹅
酥香、生啫鹅煲鲜香、盐水鹅咸香

……诸多做法中，却只有一味盐水
鹅，征服了父亲的味蕾。

家乡的小镇上有一家盐水鹅
摊，是老饕经常光顾的地方，食客
络绎不绝。父亲也在其中。那一
口鹅肉，不腥不膻的味觉体验，皮
滑肉嫩的口感呈现，让如今常住城
里的父亲念叨，为此时常往返于市
镇间。最近，父亲默默琢磨起自己
做盐水鹅。

对菜市场档口分布已了然于
胸的父亲，穿梭在菜市场里商贩的
叫卖声中挑选做鹅的原料，回到家
中又将厨房变成了试验场地，调试
精粗盐、配比香辛料、把握文武火
候的分寸……终于，在一个假期，

父亲把我叫上一起去菜市场，说是
找到了美味的秘诀，要给我做一道
滋香味美的盐水鹅。

父亲的迫不及待总是那样熟
悉，但美味最需要等候的耐心。
他先选了一只肥大的狮头鹅。说
原产于广东的大鹅，鹅肥肉香，味
浓厚而不腻，是做盐水鸭的最好
原料；然后回家，父亲在厨灶前有
条不紊收拾起大鹅，先凉水浸泡，
去净血污，父亲说这是大鹅不腥
膻的诀窍；半斤粗盐，二两花椒，
热锅炙香，抹在鹅上；一把葱、一
块姜，塞于鹅膛内，大鹅在腌渍中
开始第一次味道的生成；接着起
锅烧水，水沸下鹅。袁枚在《随园

食单》中写到“紧火粥，慢火肉”，
文火不躁，最适合煮大鹅。剩下
的，便交由火力和时间的催化。
最后停火，起鹅。汤清油亮，大鹅
便是成了。不用蘸料，鹅肉已有
底味。伸箸夹起，鹅皮上带着一
层油膜，肉香醇厚。咬一口鹅肉，
清鲜滑嫩，咸香入骨，滋味无穷。

人生过往，在每一个年纪都
会有热爱的东西，教会我们如何
与时光共处。怀揣一颗永远学习
的心，把热爱做到精致，便能觅寻
到生活的本真。而父亲正听着砧
板、菜刀、铁锅和炒勺的碰撞回
响，在食物氤氲的热气中，把时间
调慢，用心收集着人间滋味。正

如作家所写，人间至味是清欢。
家不是一座空落的房子，因为里
面有人，有烟火气。父亲的菜肴，
便在我们的四季餐桌上，慢慢交
叠出一个家最适宜的温度。

“因此得，根据得，依题意
得，配方得……”中考数学解
题实行“八股”，令很多学生苦
不 堪 言 。 数 学“ 八 股 ”有 多
苦？我们不妨仿照八股文章
的笔法来个“以毒攻毒”，列出

“三大罪状”吧。
第一条罪状是：过程要求

过于详细，废话连篇。
一些老师喜欢让学生写完

整、详细的过程，但是其中只
有很少的几个关键步骤，更多
的是基本不用说都能明白的

“废话”。为什么一定要写得
那么详细，又有那么多无意义
的内容呢？或许只有一种解
释 ，就 是 出 题 者 下 定 决 心 要

“驯化”学生。高中数学联赛
上的一道大题，答案也就十几
行，只有中考一道非压轴题的
标准答案的长度。为什么中考
压轴题的标准答案，竟要写上
几十行都不一定写得完？难道
不应该研究一下解题过程该怎
么写得更简洁些？我们应该杜
绝一切废话——只留下简单明
了的解题步骤和正确答案，把
那些又长又臭的过程描述，扔
到垃圾桶去。

或者有人说：某位数学家证

明某个猜想的过程不是也很长
吗？没错。怎样写解题过程还
是要看题目难度，而我们反对的
是无意义、内容繁琐的过程，不
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

数学八股的第二条罪状
是：限制超前知识，禁锢思维。

有些数学“八股”，不只是
废话连篇，还要求学生必须使
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这也是
很不好的要求。解数学题不
允 许 出 错 误 答 案 ，这 是 必 须
的，但不允许用正确但稍微超
前一些的知识去解题，却显然
不应该。限制使用比课本超
前的知识来解答问题，是对学
生思维的禁锢。其实我们应
对此适当引导，而不能只是用
扣分这一种战术来对待。新
时代的教育方式不应该是这
种形式主义甚至是顽固派的
作风。所有教育工作中最尖
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
就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其他都
是无益的。

数学八股的第三条罪状
是：题目呆板，像个“瘪三”。

被上海人叫“瘪三”的那
种角色，很像数学“八股”，干
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

一类题，颠来倒去，总是那一
两个解法，标准答案也几乎一
模一样，毫无变化，这岂不是
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中学
数学题，面向的是已有一定学
术水平的中学生，如果还是要
求他们像小学生那样照着模
板做题，一道题只能有固定的
一两种解法，那只能说“它不
是一道好题”。题目要创新，
才能培养学生有更多的兴趣，
开发大家的创新思维。但要
出有所创新的题目，也不是随
便就能做到的，这要求我们的
所有老师，都应该不断学习，
力求创新。

数学“八股”这件事，如果
不改革，任其发展下去，只会
毒害更多学子；如果任由它所
暗藏的形式主义继续传播，只
怕还要祸害更多人。

所 以 ，这 是 我 声 讨 数 学
“八股”的檄文。我希望数学
教育能彻底抛弃“八股”，采取
更加开放的形式。这种开放
的形式，其实也早已存在，例
如各种竞赛。但还应该得到
更多的创新，数学教育才可以
有更大的进步。

（指导老师 黄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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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捣蛋鬼”

□文/图 张靖可
广州东风东路小学四年级(5)班

大学时光 父亲 盐水鹅
□罗皓天 广西贺州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2019级

初心阅世 论中考数学的
□张恒瑞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1)班

“校园达人”版“大学
时光”栏目现面向高校学
生征稿，稿件要求作者为
高校在校学生，内容、体裁
不 限 ，每 篇 不 超 过 2000
字。来稿请投邮箱：ycw-
bqc@sina.com，邮件请注明

“校园达人”投稿字样，内
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
名、所在学校名称及院系
和年级等详细信息。

征
稿

我刚搬进实习公司旁边这栋居
民楼。

虽然环境简陋，但独自打拼的我
手头没有多余的钱，一切只能将就。

和我同一层的李大婶倒是热
情。我刚放置完简单的行李，她便
拉着我站在门前唠嗑，从物业差劲
的管理一直扯到楼下那个刚死了丈
夫的寡妇。我听得晕头转向，正想
找个理由脱身，对面的门开了。一
个阴沉着脸、佝偻着背的老婆婆缓
缓走出来。李大婶的脸色一下子变
得难看起来，等那位老婆婆走出我
们的视野，她立刻压低嗓音对我说：

“闺女，千万别跟那个刘婆婆接触。
她到处找人借钱，性子古怪得很。”

我打了个寒颤。
当天晚上，我的房门被突兀地

敲响，起初我想置之不理，但禁不住
那愈演愈烈的“咚咚”声，最终还是
妥协了。果不其然，门外站着的人，
正是刘婆婆。

她凶巴巴地瞪了我一眼：“借
钱。一百块。明天还你。”

我只好掏钱，一边小声地嘟囔：
“借钱干什么……”

“问那么多干什么。”拿着钱，她
转身离去。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她准
时敲开了我的门，把一百块往我手里

一塞，头也不回地走了。真是奇怪。
晚上，她又敲开了我家的门，重

复了和前晚一模一样的话：“借钱。
一百块。明天还你。”同样，第二天
早上七点，她又把钱还给了我。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周。
这位刘婆婆，着实古怪。疑云

笼罩在我心头。
那天，和平常没什么两样。只

是刘婆婆前一晚借完钱，第二天早
上七点竟然没有来敲我的门。

刘婆婆一向十分准时的，今日怎
会……我看着对面紧闭的门，最后决
定去敲门。敲了又敲，始终无人应
答。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我赶紧去找小区物业的管理人
员，他拿出备用钥匙打开刘婆婆的
门。大家惊诧地发现，刘婆婆倒在
了地上。大家立刻通知医院，将她
抬上救护车。原来是脑栓塞发作，
好在及时就医，终无大碍。

刘婆婆坐在病床上，招手叫我
进去。她阴沉的脸上此刻竟浮现出
一丝慈祥：“闺女，谢谢你救了我。”

我忽而想起之前在李大婶那里
听到的故事：刘婆婆儿子早夭，老伴
前年去世，只剩她一人。

关于借钱的疑团，我终于解
开了。

（指导老师 简素颖）

借 钱
□何诗琪 广州市第七中学高二（11）班

的

“八股”

快餐店收拾得整洁干净，
每天早晨供应包子、稀饭、油
条、豆浆，一天供应各种面食、
米饭、家常炒菜，再加上他们
注重薄利多销的经营模式，所
以许多人都喜欢来张成他们
的快餐店里吃饭。

夫妻俩每天除了经营快
餐店的生意外，张成还喜欢
忙里偷闲到马路对面的彩票
店去买彩票，虽说一直没中
过大奖，但买彩票已成了习
惯，就是再累再忙，张成也不
忘去买几注彩票，因为他和
小燕有个约定，等中了大奖
就去海南旅游。

当初小燕和丈夫结婚时，
小燕就想去海南旅游一趟，到
天涯海角看大海，品尝三亚的
水果吃海鲜。但开了快餐店
后，去海南旅游的事就搁下来
了。张成曾几次说关门休息
半月，带小燕去海南玩一趟。
但小燕说，咱们刚成家立业，
还是安心把咱的快餐店经营
好了，等咱们挣了钱再去海南
玩也不晚，所以去海南一事就
成了他俩的期盼。

一天早晨，小燕正在快餐
店忙着招呼顾客，突然马路对
面福彩店门前响起了鞭炮声，
小燕一问才知道，“双色球”开
出了一注大奖。

（汪小弟）

大乐透：前区：大号热
出，大小比关注3：2防 4：
1。 和 值 上 升 ，关 注 90—
120 之 间 。 奇 偶 均 衡 ，关
注奇偶比3：2或2：3。012
路 关 注 1：2：2。 连 号 热

出 ，关 注 小 号 区、中 号 区
连号。后区首防双小、双
奇 组 合 ，次 防 双 大、双 偶
组合。

7 星 彩 ：176—029—
046—763—572—343 + 0、

2、8。
排列3：精选号码三注：

993、042、695。
排列5：精选号码三注：

28914、 78209、 74010。
（福娃）

为促进广州市体育彩票文化建
设，进一步巩固体彩公信公益形象，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于8月23
日展开“广州市体育彩票公益宣传
语征集活动”，经过征集、初筛、网络
投票环节后，专家评审环节于11月8
日举行。最终，覃海平投稿的公益
宣传语“情系公益体彩，穗聚人间大
爱”以91.10分排名第一。

征集到3000多条

据悉，本次活动总共征集到宣
传语3107条，经主办方初筛后选出

40条参与网络投票，为期10天的投
票环节在10月30日结束。

11月8日，本次活动的专家评审
会在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举
行，10位专家对40条宣传语进行打
分。据悉，10位专家分别是广州市
体育局、广州市体育彩票中心的相
关领导，以及7家媒体的相关记者。

专家评审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作
品进行考量和评价：一是充分展现
公益形象，二是主题鲜明且时代感
强，三是易产生认同与共鸣，四是便
于传播，每个方面的最高得分都是
15分，共60分，每条作品在此环节所
得的平均分即为专家评审得分。

根据规则，网络投票环节得分
占40分，40强中得票最多的一条得

到40分，第二名得到39分，如此类
推，得票最少的一条得1分。这个分
数将与“专家评审”中每条宣传语的
得分相加得出总分。

最终，覃海平投稿的公益宣传语
“情系公益体彩，穗聚人间大爱”以
91.10分位列第一，其网络投票得分为
40分，专家评审得分为51.10分，均名
列第一，排名前16的作品详见《广州体
彩公益宣传语评审结果》。

一等奖获奖3000元

按照规则，广州体彩公益宣传语
评审结果将进行5天的公示，然后将
正式公布获奖结果并进行颁奖。据
悉，本次征集活动总分前16名为获奖

作品，依次设一等奖1名，获奖金人民
币3000元（含税）及荣誉证书，并设二
等奖5名、三等奖10名，奖金分别为
1000元和500元，敬请期待。

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
人唐瑞勤表示，广州市体育彩票的销
售基础好，多年来，筹集的公益金对
广州的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社会公
益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也为广州社会
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为进一步营
造体育彩票公益宣传的浓厚氛围，持
续不断地提高社会对体育彩票的关
注度，广州体彩推出了本次公益宣传
语征集活动，希望社会各界和市民能
更深入地了解体育彩票“来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更多地支持
体育彩票和社会公益事业。

奇偶均衡 连号热出 ——析体彩玩法走势

为了约定（上）
插图 采采

彩
民
故
事

穗体彩公益宣传语评选揭晓

广东体彩网点征召平台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通讯员 李琪 插图 采采

“情系公益
体彩，穗聚人间
大爱”排名第一

寻亲属启事
无名氏，男，（中

心编号：072020125128）
约 29 岁，户籍不详，无
法提供详细身份信息。
请其家属或知情者尽快
与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
中心联系。地址：广州

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 号自编 10
栋，联系电话：020-31924327,13556199609,
梁先生。

寻亲属启事
无名氏，男，（中

心编号：072020125104）
约 44 岁，户籍不详，无
法提供详细身份信息。
请其家属或知情者尽快
与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
中心联系。地址：广州

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 号自编 10
栋，联系电话：020-31924327,13556199609,
梁先生。

寻亲属启事
无名氏，男，（中

心编号：072020125136）
约 48 岁，户籍不详，无
法提供详细身份信息。
请其家属或知情者尽快
与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
中心联系。地址：广州

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 号自编 10
栋，联系电话：020-31924327,13556199609,
梁先生。

寻亲属启事
无名氏，男，（中

心编号：072020125108）
约 35 岁，户籍不详，无
法提供详细身份信息。
请其家属或知情者尽快
与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
中心联系。地址：广州

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 号自编 10
栋，联系电话：020-31924327,13556199609,
梁先生。

寻亲属启事
无名氏，男，（中

心编号：072020125115）
约 59 岁，户籍不详，无
法提供详细身份信息。
请其家属或知情者尽快
与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
中心联系。地址：广州

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 号自编 10
栋，联系电话：020-31924327,13556199609,
梁先生。

寻亲属启事
无名氏，男，（中

心编号：072020125124）
约 36 岁，户籍不详，无
法提供详细身份信息。
请其家属或知情者尽快
与广州市受助人员安置
中心联系。地址：广州

市白云区石门街东秀路 143 号自编 10
栋，联系电话：020-31924327,13556199609,
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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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排列5 第21301期

11812909.6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3奖池。
303899830.50元奖金滚入下期排列5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月10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排列3 6 2 2

排列5 6 2 2 8 1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销量
（元）

本省销量
（元）

单注
奖金
（元）

27957578 1283158

中奖情况

全国
中奖
注数

6440

9783

0

164

本省
中奖
注数

603

364

0

1040

346

173

100000

排
列
3

排列5 14744542

双色球 第2021129期

本期投注总额：365299936元；广东省投注额：44598192元
奖池资金累计金额929943762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兑奖时间：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红球区 蓝球区

04 28 21 15 29 27 10
奖级 全国中奖注数 本省中奖注数每注奖金（元）

5
139
1834
87135

1538163
15575841

1
20
233

11036
186201
1926204

7512285
112962
3000
200
10

5

彩票开奖公告栏 开奖时间：2021年11月11日 ●●●●●●●●●●

好彩1 第2021301期

投注总金额：492802元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符号

投注方式 投注额（元）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26 牛 秋 北

数字

生肖

季节

方位

460734
10664
18590
2814

3466
153
43
196

46
15
5
5

3D 第2021301期

中奖号码 5 2 1

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组选3
组选6
1D
2D

通选1
通选2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和数8

455
0

1402
866
49
0
1
0
0
0
1
33

1040
346
173
10
104
470
21
693
173
606
86
23

473200
0

242546
8660
5096
0
21
0
0
0
86
759

本期投注总额：3156954元；本期中奖总额：730368元；
奖池资金余额：15187265元。

“南粤风采”36选7 第2021301期

36选7投注总金额：288500元
中奖基本号码：34 31 02 33 23 16 特别号码：26

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中奖等级 中奖注数 总中奖金额（元）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0

0

0

29

58

1455

0

0

0

14500

5800

14550

中奖情况

累计奖金387552元滚入下期一等奖。

好彩36投注总金额：491484元
类别

好彩2

好彩3

投注额（元）

32502

458982

中奖注数

290

394

单注奖金（元）

57

584

500

100

10

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 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