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一拍， 答案就来。 近年
来， 拍照搜题App成为很多在线
教育平台的引流工具。 “用户体
验” 越来越好， 使得不少学生群
体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 与之相
伴的， 是持续升温的争议： 此类
App到底是帮助孩子学习还是助
长了他们的惰性？

部分专家和教育界人士认
为， 当前拍照搜题App的功能还
在不断升级， 在学生中的渗透率
持续走高。 在此背景下， 有必要
对其作用进行反思， 对以提分为
卖点的营销推广进行规范。

拍一拍得答案
真学习还是抄作业？
“作业有问题 ， 就问题拍

拍” “小猿搜题， 拍一下， 就学
会” ……对身处互联网时代的中
小学生来说， 各类搜题App让家
庭作业习题的答案唾手可得。

“遇到不会的题， 拍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现在确实有点离
不开它。” 上海市浦东新区某中
学学生胡云帆毫不掩饰对这类
App的依赖。 他说， 内心虽然知
道这样不好， 但时间一长就成习
惯了。

“学校通常不让用， 但回家
还可以用。” 胡云帆说， 班上每
个同学几乎都配有手机， 且手机
中至少有两三个搜题App。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高三学
生黄子琦说， 现在高中的习题集
一般配有答案， 做完了可以对着
批改。 遇到没有答案的难题， 自
己一般要思考一下， 实在想不出
来 再 用 搜 题 App看 解 题 过 程 。
“但在那些自制力比较差的同学
手里， 搜题App很容易成为他们
的抄作业工具， 以前没有App的
时候他们抄同学的 ， 现在有了
App抄得更方便了。”

对在线教育平台来说， 由于
拍照搜题App有很高的用户黏
性， 堪称 “引流利器”。 各大平
台对其功能不断升级， 旨在提供
更好的 “用户体验”。

如一款名为 “快对作业” 的
App， 不用学生一道道拍照搜
题， 只要扫一扫教辅资料的条形
码， 就可以轻松得到整本书的答
案 解 析 。 有 一 款 “ 题 拍 拍 ”
App， 宣称签约100名清华北大

“解题官 ”， 提供在线 “免费答
题” 服务。

学生 “甘之如饴”
老师家长忧虑

对不少家长、 老师来说， 学
生对拍照搜题App越是 “甘之如
饴”， 他们就越发感到忧虑。

———搜得到答案， 搜不到思
考能力。 “不能说深恶痛绝， 但
肯定是弊大于利。” 上海市普陀
区宜川中学的老师凌露轩是一名
高 三 年 级 班 主 任 ， 对 于 此 类
App， 她和同事的态度非常坚
决———“一刀切” 禁止学生使用。

“作业交上来， 80%的同学
都做得非常好， 但一到考试， 很
多题型经常有50%的人没掌握。”
凌露轩说， 当前的教育导向是培
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很多学
生通过搜题App直接获得答案 ，
根本就没有学习思考的过程， 老
师也难以判断学生的真实学习水
平。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竞
争加剧， 不少搜题App还推陈出
新， 宣称 “毫秒级响应” “随拍
随解 ”， 这使得部分学生对App
的依赖度不断增高。

———大学生兼职挣钱， 答题
水平参差不齐。 采访中， 学生、
家长及教师普遍反映， 拍照搜题
App的正确率并不让人满意。 上
海市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郭
艳告诉记者 ： “辅导孩子学习
时， 校内 ‘拔高’ 的数学题， 有
时 候 不 太 会 ， 需 要 参 考 搜 题
App， 但用久了就发现这类App
的解答也不一定正确， 估计错误
率在10%以上。”

记者了解到 ， 目前 “题拍
拍” 等推出了兼职答题业务， 符
合条件的大学生可以通过 “抢
单” 答题挣钱。 由于答题者的水
平参差不齐 ， 不少答案并不正
确， 对学生有误导作用。

———搜题是假， 网上冲浪是
真。 “每天放了学就说要搜题学
习， 手机拿去一用就是三四个小
时，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于近
期孩子的反常行为， 河南省焦作
市一名初三学生家长有点担忧。

据安徽省宣城市狸桥中学教
师杨盛梅的观察， 不排除有部分
学生是真的为了学习， 但以搜题

为名获得手机支配权的学生绝不
在少数。

正视技术双刃剑
思维训练重于获得答案

“良好的教育， 是缓慢的成
长， 允许发呆走神， 可以有奇思
妙想， 而不是在标准化的竞争通
道里， 不停地刷分。” 法学教授
罗培新认为， 拍照搜题App省却
了学生冥思的痛苦， 却也消灭了
孩子们真正的快乐。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
记陈宏观说 ， 技术是一把双刃
剑， 关键要看如何使用。 近年来
出现的拍照搜题App， 对于自控
力弱的孩子来说， 负面作用肯定
大于正面效果， 容易导致懒惰，
养成抄作业的习惯。

“我们不允许学生在校内使
用这类App， 也不提倡他们在校
外使用。 但同时也要考虑客观情
况， 如家长可以从App上参考一
些解题过程， 再有的放矢地辅导
低年级孩子作业 。” 陈宏观说 ，
良好的教育包括引导和陪伴， 除
了老师， 家庭也要帮助孩子养成
正确的学习习惯。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吴遵民认为，“解题” 作为教育过
程之一， 意义绝不只是得到一个
答案，而在于思维方法的训练、意
志品质的锻炼、创新精神的培养，
很多人绞尽脑汁、 冥思苦想， 最
终解出难题时会有一种酣畅淋漓
的快感， 原因也正在于此。

受访专家表示 ， 拍照搜题
App大肆宣传 “拍照即得 ”， 不
断提升所谓 “用户体验”， 在一
定程度上是对教育规律的破坏。
可以说， App答得越快越好， 越
容易助长自控力较差学生的惰
性。 同时， 教师也难以掌握学生
的真实学习水平， 容易造成教学
失准、 失焦。

“从不会做到会做， 从会做
到会思考， 这应该是一个学生在
解题中真正学到的东西。” 吴遵
民表示， 对拍照搜题App的规范
约束， 要形成多方合力。 学校要
向家长告知此类App的弊端， 指
导有限度地合理使用； 家长也要
逐步转变心态， 对刷分、 提分之
类的营销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思
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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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题类App是真助学还是长惰性？

伊核协议相关方会议在维也纳举行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21
年 ， 全 国 计 划 招 聘 特 岗 教 师
84330名， 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
教师给予工资性补助。 教育部办
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昨天联合下
发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2021年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
位计划实施工作。

2021年中央 “特岗计划” 实
施范围为脱贫地区 （原集中连片
特殊困难地区、 中西部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西部地区原 “两
基” 攻坚县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部分团场）， 纳入国家西部
开发计划的部分中部省份的少数
民族自治州， 以及西部地区一些
有特殊困难的边境县， 少数民族
自治县和少小民族县 ， 重点向

“三区三州”、 原脱贫攻坚挂牌督
战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等地区倾
斜； 重点为乡村学校补充特岗教
师， 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 体音
美、 外语、 信息技术等紧缺薄弱
学科教师的补充。

根据要求 ， 中央 “特岗计
划” 严格持证上岗制， 所有拟聘
人员在办理录用手续前须取得教
师资格证书， 以普通高校本科及
以上毕业生为主， 鼓励本科师范
专业毕业生应聘， 可适当招聘高
等师范专科毕业生， 年龄不超过
30周岁。 参加过 “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 有从教经历的志
愿者和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
的师范院校毕业生同等条件下优
先录取。

一次性招考未完成计划的省

份， 可以按规定依次递补录用，
或调剂计划组织二次招考。 边远
艰苦贫困地区和急需紧缺专业的
特岗教师招聘， 可以结合实际情
况适当降低开考比例、 或不设开
考比例， 采取面试、 直接考察的
方式公开招聘 ， 划定成绩合格
线。 对于特别边远艰苦、 教师流
失较严重的地区， 可向本地生源
倾斜。

特岗教师同等条件下在职称
评聘、评先评优、年度考核等方面
享受与当地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同
等待遇。教育部指出，各地要保证
三年服务期满、 考核合格且愿意
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 并落
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
关系等接转工作，连续计算工龄、
教龄，不再实行试用期。

2021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4330名

新华社电 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相关方会议6日在奥地利首
都维也纳举行， 讨论美伊恢复履
约问题。 会后多方表示， 会议具
有 “建设性”。

当天下午， 伊核协议联合委
员会政治总司长级会议在维也纳
大酒店举行。 会议由欧盟对外行
动署副秘书长莫拉主持， 伊朗副
外长阿拉格希、俄罗斯、英国、法
国、德国相应官员与会。中国常驻
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出席。

据报道， 尽管美国总统伊朗
事务特使马利也率代表团抵达维
也纳， 但因美国已退出伊核协议
且伊方拒绝与美方直接对话， 美
方代表未出席此次会议。 欧盟代
表作为调解人与各方进行磋商，
再通过 “穿梭外交” 的方式沟通
美国和伊朗方面的意见。

莫拉6日晚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 这次会议具有建设性， 与会
者的愿望一致， 目标宏伟， 都希
望开启联合外交进程， 由两个专
家组来负责执行核协议与解除对
伊制裁事务。 莫拉说， 作为协调
员， 他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
有关各方分别磋商。

据伊朗外交部6日发表的声
明， 阿拉格希在会议上表示， 美
国解除对伊制裁是美重返伊核协
议的第一个也是最必要的步骤。
伊朗已准备好在核实制裁解除
后， 立即撤销减少履约的举措，
完整履行伊核协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6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尽管美方
此次没有与伊方直接对话， 会议
仍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 他同时
表示， 美方拒绝伊方提出的美国
应首先解除对伊所有制裁的立
场， 但对与伊朗直接对话持开放
态度。

2015年7月 ， 伊朗与美国 、
英国、 法国、 俄罗斯、 中国和德
国达成伊核协议。 根据协议， 伊
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 国际社会
解除对伊制裁。 2018年5月， 美
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 随
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
2019年5月以来，伊朗逐步中止履
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但承诺所
采取措施 “可逆”。 今年4月2日，
伊核协议相关方代表举行视频会
议 ， 决定在维也纳继续召开会
议， 讨论美伊恢复履约问题。

巴基斯坦累计新冠确诊超70万例
新华社电 据巴基斯坦卫生

部7日发布的疫情数据，巴较前一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004例，累
计确诊700188例； 新增死亡病例
102例，累计死亡15026例；新增治
愈2631例，累计治愈620789例。

数据显示， 巴累计确诊病例
从1月9日超过50万例到3月11日
超过60万例用时61天， 但从60万
例增至70万例仅用时26天。

目前巴基斯坦正遭受第三波
新冠疫情冲击， 新冠检测阳性率
和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期均大幅

升高。 4月1日新增确诊5234例，
为去年6月20日以来首次单日突
破5000例。

巴规划、 发展与特别项目部
长阿萨德·奥马尔日前表示， 最
早在英国发现的变异新冠病毒的
快速传播是引发巴第三波疫情的
重要原因。

为防控新疫情， 巴政府持续
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并开始收紧防
疫措施， 包括禁止举行公众集会
活动、 关闭部分地区的教育机构
等。

答案“拍照即得”

4月6日， 一名女子在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印
度近期疫情持续反弹， 新增病例激增， 5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10万
例。 据印度卫生部6日发布的疫情数据， 印度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12686049例。 新华社发

印度疫情持续反弹

新华社电 丹麦国家卫生局6
日发表声明说， 丹麦即日开始试
行 “新冠通行证”， 进入一些公
共场所需要出示这种通行证。

国家卫生局规定， 完成新冠
疫苗接种、72小时内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已对新冠病毒免疫者，
都可获得“新冠通行证”。人们可
通过登录特定网站下载打印或安
装手机应用直接出示。 进入公共
场所除凭“新冠通行证”外，还需

遵守戴口罩等防疫规定。
国家卫生局还宣布， 自6日

起开始进入 “解除社会新冠防疫
管制” 的第一阶段。 这意味着除
少数 “高风险” 地区外， 全国的
理发店、 美容院和驾校等场所可
恢复营业。

据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6日
数据， 丹麦较前一日新增确诊病
例 520例 ， 累计确诊 234317例 ，
累计死亡2432例。

丹麦开始试行“新冠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