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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分析下面任何一篇选文。评论其相关背景、读者对象、写作目的和文体风格特征等方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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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 2000 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
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 

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根据统计，41 %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
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
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
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的老师，

 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犹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
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
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
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
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
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师
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
会发现登记册里没有几个中小学老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
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
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
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
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
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
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 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 

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两千亿元人民币；到了 2007 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
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三千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 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
是六千多亿人民币，占了 GDP 的 2.7 %。世界平均水平是 7 %，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
4.1 %。我手上一时没有 2007 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交车和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 

在 2004 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七千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
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四川和重庆最近都有教师酝酿罢教，因为他们不满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
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师的平均
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
甚至几百块的收入，难道这就是四川和重庆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
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
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叫婴儿患上
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
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他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 

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
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梁文道《南方周末》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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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通过怎样的文章结构逐步揭示所要讨论的问题并阐明了自己的主旨？

 –	作者在文章中利用哪些语气、意象或论证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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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气频袭，敲响中国经济转型警钟

 1 月以来，严重的雾霾天气屡次“发威”、频袭中国。据统计，今年以来，中东部地
区已经发生 4 次较大范围的雾霾天气过程。28 日以来的本
轮雾霾天气则在肆虐范围上更加广阔。截至 29 日上午， 

环境保护部卫星中心遥感监测表明，灰霾污染带贯穿我国
中东部，灰霾面积约 130 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领土面积
的七分之一。雾霾“兵临城下”，级级升高的天气预警， 

警示飞速发展的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经济转型的时候。中央
气象台在大雾预警之外还单独发布霾预警，首次将 Pm2.5

作为发布预警的重要指标之一；北京启动更严格应急措施
防控空气污染，要求党政机关带头停驶 30 % 公车。

成因：十面“霾”伏谁之过

§ 自然因素人为活动共同导致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持续大范围雾霾天气和空气质量下降是自然因素和人
为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有四大成因：一是大气污染物排放负荷巨大，远超环
境承载能力。二是复合型大气污染日益突出，相邻城市间污染传输影响突出。三是机动车
污染问题更加突出，汽车尾气排放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四是不利气象条件
造成污染物持续累积。< 详细 >

§ 煤和石油被认为“罪魁祸首”
	 造成雾霾的原因众多，包括汽车尾气、城市建设、地形构造等，但大量消耗能源和以
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被许多环境学者认为是主要原因。华中科技大学能源学院陈汉平教授
表示，以燃煤为主的中国能源结构，以及大量的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直接导致了雾霾天气。
其次是高污染企业的废气排放、工业化和城镇化大规模建设的扬尘。< 详细 >

警示：雾霾敲响经济转型警钟

§ 雾霾敲响能源消费警钟
	 雾霾问题根本原因与国家的工业化阶段有关，我国在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和城镇
化加速阶段，而多年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发展道路加重了空气污染。长久 

来看，要减少污染物，特别是污染气体的排放，就必须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尽量减 

少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 详细 >

§ 雾霾凸显中国“生态赤字”
	 严重的空气污染，以及被破坏的自然生态，给中国“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经
济发展模式敲响警钟，“生态赤字”倒逼经济战略转型已刻不容缓。控制环境和生态污染
必须从生产、消费、能源、环境、制度等层面入手，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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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拨霾见日”还须脚踏实地

§ 须反思国内发展和生活方式
	 空气严重污染，谁能置身事外？雾锁连城，我们同呼吸，更应该共责任。对于公共管
理者而言，可持续发展战略应该从理念落实到行动上，建立及时透明的环境预警机制。 

就个人而言，则应反思自身发展与生活方式，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化为每一位公民的共识。
< 详细 >

§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待加速
	 实施12年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草案稿2010年1月由环保部报国务院法制办后，
两三年间一直处于“排期”状态，至今未由国务院报送全国人大。专家希望灰霾天气大范
围地重复出现能促进《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否则灰霾天还会一波一波地来”。
< 详细 >

§ 国内油品质量升级亟待加速
	 雾霾天气频繁出现，为我国油品质量升级敲响了警钟。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如果全
国范围采用统一标准只能是较低的标准。建议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者承受程度出发，
分地区加快油品质量升级步伐。< 详细 >

今日话题摘要《中国金融信息网》2013 年

 –	文章的段落结构和论述方法对读者认识理解核心信息起到了哪些有效的作用？

 –	作者如何通过资料、语气、词汇和句式等写作手段强调了问题的相关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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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吞掉自己的大蛇

	 芬蘭的義務教育是一個奇蹟。從 2000 年開始，芬蘭總是在“國際學生評量計劃”裡
頭名列前茅；更令人吃驚、艷羨甚至恐懼的，是他們的學生還在不斷進步，評分一年比一
年高。且不說其他項目，光看閱讀：根據統計，41% 的芬蘭中學生最常幹的休閒活動是閱讀。
這些孩子的閱讀能力又怎能不高呢？為什麼芬蘭的教育這麼厲害？
	 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謎題，所以每年都有專家學者絡繹不絕地從世界各地湧至芬蘭
取經。然後他們發現，原來芬蘭的秘訣之一在於教師。芬蘭教師的社會地位之高，是其他
地區難以想象的。據當地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是中小學的老師， 

 一般普通小學老師受敬重的程度猶勝於國家元首。而且他們的老師都像學者，幾乎全部擁
有碩士以上的學歷，暑假的時候還要上大學繼續進修。如果一個老師幹了幾年就辭職，他
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於老師自己就是喜好學習並且擅長學習的人，所以他們才能教出
世界上最優秀的學生。當然，也有不少老師後來進了企業，變身成為高薪人士。芬蘭的大
公司最喜歡聘請教師，理由是能當老師的年輕人一定是這個國家最頂尖的人才。
	 如果一個總是對世界充滿好奇心、總是奮發學習的人，就是未來知識時代最需要的精
英；那麼中國一定是個很有希望的國家，因為我們也有一大批好學之士。和注重基礎教師
的芬蘭模式不同，“中國模式”強調“學習型官僚”。你現在去各大專院校的研究所點名，
會發現登記冊裡沒有幾個中小學老師，倒是有不少在職官員，他們全都很踴躍地攻讀著碩
士博士，頗有學政合一的古風。
	 芬蘭教育以國際視野聞名，小學開始學英語，中學再加一門第二外語。他們還把全球
的信息與知識自然地融入課程，例如在小學的數學課裡要孩子計算各國摩天大樓的高度，
在初中社會科學的課堂上請孩子模擬演出聯合國的工作情況，使他們懂得從不同國家的視
角瞭解世界局勢。除此之外，他們的教育部有種特別補助，儘量讓年輕人有出國遊學的機會。
當地一位官員解釋，其實“在北歐，你已經找不到沒出過國的中學生了”。相對地，在我
們的“中國模式”底下，你則很難找到沒出過國的官員。1999 年，兩會代表開始關注中
國幹部公費出國何以花了兩千億元人民幣；到了 2007 年，兩會代表持續關注幹部出國的
總開支怎麼會漸漸跳到三千億元。財政部的數字顯示，2007 年中國政府的教育經費大約
是六千多億人民幣，佔了 GDP 的 2.7 %。世界平均水平是 7 %，一般經濟欠發達國家也有
4.1 %。我手上一時沒有 2007 年中國公務員吃喝、公交車和出國的開銷統計，但我知道在
2004 年的時候，這筆錢的總數就已經達到了七千億元人民幣。如果把這個賬目也看成是
種教育開支，那麼我們的學習風氣就算贏不過芬蘭，至少也叫做各擅勝場。
	 四川和重慶最近都有教師醞釀罷教，因為他們不滿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個喪
失尊嚴的地步，甚至連糊口也很困難。本來依照《義務教育法》的規定，義務教師的平均
工資水平應該不低於當地公務員，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些憤怒的教師一個月卻只有一千
甚至幾百塊的收入，難道這就是四川和重慶公務員的薪資水平嗎？抑或這是學習型社會之
 “中國模式”的另一個例證呢？
	 老師不受重視，一般而言，就意味著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視，更意味著我們並不太擔心
我們的未來。很奇怪，雖然大家都說中國實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當寶，但為什麼今
年各個事件都顯示出了相反的訊息呢？先有一場震垮學校的地震，接著是一堆叫嬰兒患上
腎結石的奶粉，莫非我們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們自己的長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
傳說中的那條“銜尾蛇”（ouroboros）	，他太過飢餓，不惜從尾端開始吞吃自己；嘴巴叼
著尾巴，形成了一個圓圈，乃西方秘學的著名符號。這個符號有很多層意思，其中一層是：
貪婪是種吞沒自己的可怕欲望。

梁文道《南方週末》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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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通過怎樣的文章結構逐步揭示所要討論的問題並闡明了自己的主旨？

 –	作者在文章中利用哪些語氣、意象或論證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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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霾天氣頻襲，敲響中國經濟轉型警鐘

 1 月以來，嚴重的霧霾天氣屢次“發威”、頻襲中國。據統計，今年以來，中東部地
區已經發生 4 次較大範圍的霧霾天氣過程。28 日以來的本
輪霧霾天氣則在肆虐範圍上更加廣闊。截至 29 日上午，
環境保護部衛星中心遙感監測表明，灰霾汙染帶貫穿我國
中東部，灰霾面積約 130 萬平方公里，約佔我國領土面積
的七分之一。霧霾“兵臨城下”，級級升高的天氣預警，
警示飛速發展的中國已經到了必須經濟轉型的時候。中央
氣象台在大霧預警之外還單獨發佈霾預警，首次將 Pm2.5

作為發佈預警的重要指標之一；北京啟動更嚴格應急措施
防控空氣汙染，要求黨政機關帶頭停駛 30 % 公車。

成因：十面“霾”伏誰之過

§ 自然因素人為活動共同導致
	 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曉青表示，持續大範圍霧霾天氣和空氣質量下降是自然因素和人
為活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來說，有四大成因：一是大氣汙染物排放負荷巨大，遠超環
境承載能力。二是複合型大氣汙染日益突出，相鄰城市間汙染傳輸影響突出。三是機動車
汙染問題更加突出，汽車尾氣排放成為大中城市空氣汙染的重要來源。四是不利氣象條件
造成汙染物持續累積。< 詳細 >

§ 煤和石油被認為“罪魁禍首”
	 造成霧霾的原因眾多，包括汽車尾氣、城市建設、地形構造等，但大量消耗能源和以
煤為主的能源結構被許多環境學者認為是主要原因。華中科技大學能源學院陳漢平教授表
示，以燃煤為主的中國能源結構，以及大量的城市機動車尾氣排放直接導致了霧霾天氣。
其次是高汙染企業的廢氣排放、工業化和城鎮化大規模建設的揚塵。< 詳細 >

警示：霧霾敲響經濟轉型警鐘

§ 霧霾敲響能源消費警鐘
	 霧霾問題根本原因與國家的工業化階段有關，我國在處於工業化的中後期階段和城鎮
化加速階段，而多年走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業發展道路加重了空氣汙染。長久來看，
要減少汙染物，特別是汙染氣體的排放，就必須改變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儘量減少煤炭、
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使用。< 詳細 >

§ 霧霾凸顯中國“生態赤字”
	 嚴重的空氣汙染，以及被破壞的自然生態，給中國“高汙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經
濟發展模式敲響警鐘，“生態赤字”倒逼經濟戰略轉型已刻不容緩。控制環境和生態汙染
必須從生產、消費、能源、環境、制度等層面入手，綜合治理，標本兼治。< 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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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撥霾見日”還須腳踏實地

§ 須反思國內發展和生活方式
	 空氣嚴重汙染，誰能置身事外？霧鎖連城，我們同呼吸，更應該共責任。對於公共管
理者而言，可持續發展戰略應該從理念落實到行動上，建立及時透明的環境預警機制。 

就個人而言，則應反思自身發展與生活方式，讓生態文明的理念化為每一位公民的共識。
< 詳細 >

§ 大氣汙染防治法修訂待加速
	 實施12年的《大氣汙染防治法》，在修訂草案稿2010年1月由環保部報國務院法制辦後，
兩三年間一直處於“排期”狀態，至今未由國務院報送全國人大。專家希望灰霾天氣大範
圍地重複出現能促進《大氣汙染防治法》的修訂，“否則灰霾天還會一波一波地來”。
< 詳細 >

§ 國內油品質量升級亟待加速
	 霧霾天氣頻繁出現，為我國油品質量升級敲響了警鐘。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如果全
國範圍採用統一標準只能是較低的標準。建議從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者承受程度出發，
分地區加快油品質量升級步伐。< 詳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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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的段落結構和論述方法對讀者認識理解核心信息起到了哪些有效的作用？

 –	作者如何通過資料、語氣、詞彙和句式等寫作手段強調了問題的相關和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