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本和考试习题的关系

高中课本目的在于以最浅显的
语言传授知识，用最简单的习题列举
考查方向，用最简化的逻辑串联各个
知识点。而高考则是对于课本上知识
的灵活运用，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
来提高做题难度。
1.增加解题步骤。通过将一系列

简单的小问题进行组合，捏成一个看
似复杂的大问题。通过已知条件无法很
快联系到答案上，但每个中间的小问题
难度不高，只是最终答案隐藏较深。

用符号来表达就是，已知条件为
A、B、C、D、E、F，解答步骤为A+B=X,
C+D=Y,E+F=Z,X+Y+Z＝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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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加关键参数的获取难度。题
目通过将获得答案的关键公式中的
一个参数进行加工，需要通过很多步
骤才能获得这个关键参数的值，但一
旦获得该参数，即可立刻求解。

用符号来表达就是，已知条件为
A、B、C、D、X、Y， 解 答 步 骤 为
A+B＝E，E＋B＋C＝F，F＋D＋A＝
G，G+X+Y＝答案。
3.通过迷惑性条件增加难度。题

目会提供一个多用途的已知条件，这
个已知条件可以和其他多个已知条
件组合获得中间结果，但只有一种组
合才能得到最终正确结果。一旦选择

了错误的组合，可能也能得到一个结
果，可这时已经进入命题人的圈套导
致答案错误。这类题目在物理的能量
和功的组合题中非常常见。
4.通过创新性地组合知识点来

增加难度。比如数学考试中，三角函
数题、概率统计题和方程类题大多独
立存在，但也会遇到比如需要用到概
率统计的公式求解方程，或三角函数
公式与方程组合等创新型试题。这类
试题主要因为平时看到的题型较少，
在考试过程中很难快速找到两者联
系而阻碍考生解题。
所以，归根溯源，高考考试的题

目之所以难，是因为对知识点的考查
进行伪装或组合。由于高考考试纲要
的约束，考查的知识点绝不可能超出
课本知识范围。所以解答高难度试题
的关键还是在于对课本知识点的理
解和掌握，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只有
对书本上的知识点有足够深刻的理
解和熟练的掌握，才能抓住解题的诀
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各个击破，
游刃有余。不能遇到一道难题就花大
量时间去记忆解答步骤，而应该理解
解答过程中如何调用各个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书本无论在概念性的试题
还是计算类的试题上，都起到了举足
轻重的作用，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下一
个问题，应该如何看课本。

课本应该怎么看

翻开课本目录，拿出一张A4纸，

在纸张中间写上科目的名字。然后按
照发射线的样子将课本的一级标题
抄在科目名字的周围，因为后面还要
继续填充其他内容，各个一级标题要
尽量保持距离。做完这一步之后开始
尽力思考任意两个标题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连线的方式，在线上写出你
能想到的联系。比如曾经遇到的综合
两章内容的习题、两章都涉及的重要
公式等。
做完这一步，你获得了一个网状

的结构图，以科目名字为中心，一级
标题为端点围绕在纸张边缘，端点间
为相互联系的记号线。然后按照同样
的方式，拿出一张新的纸，对第一章
的内容参照目录进行网状结构图的
绘制。这次则是以一级标题为中心，
二级标题为端点的网状图。
画完这一章的网状结构图，就可

以进入阅读的步骤，以节为单位仔细
阅读，将该节内的重点知识点写在该
章网状结构图对应的端点下面。随着
阅读的进行逐渐填充相应内容，特别
注意到书本上涉及两个知识点之间
关系的话或者例题，要在两个知识点
之间画上连接线，并用概括性的文字
在线上标注。随着阅读的深入，这种
知识点和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可能越
来越复杂，跨度也越来越大，网状结
构图也就越来越丰富。当阅读完毕，
这张网状结构图则可以完全替代书
本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就进入阅读书本的第二

个步骤———复述。合上课本，参照刚
刚制作好的网状结构图上面关键信
息的提示，尽量复原课本的内容。遇
到某个知识点在网状结构图上被记
录，但却无法清楚复述或错误记忆的
时候，就要用其他颜色的笔在这个位
置加上标注；遇到无法通过线上的概
括词语回忆起某两个知识点是如何
联系起来的时候，也要用其他颜色的
笔加以标注，并描粗线条。
当我们完成这一章的网状结构

图并自我复述之后，再回到这本书的
结构图，在这一章的端点下面，通过
刚才的阅读分析和总结，写出最重要
的或最有可能和其他章节知识点联
系的几个知识点。
这样的工作不需要每次阅读书

本时都重新做一遍，但要保证每次阅
读时都把这个网状结构图放在书本
旁边，边读书本边对照网状结构图进
行理解。而且我们每次对书本的阅读
都会产生新的理解，注意要及时更新
结构图的说明和重点。
书本阅读频率不用太高，偏重计

算的学科，如数学、物理，保证每学期
有这样一次大型的阅读复习工作，辅
以平时针对性的阅读复习就好；而偏
重概念的学科，如生物、化学、历史、
政治、地理，则建议每个月都能阅读
复习一次。其实只有第一次需要在阅
读的同时建立一个新的网状结构图，
时间会比较长，之后每次书本的阅读
所占时间并不会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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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有什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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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据权威人士透露，P2P行业
监管的基本思路和原则已经确定，将
不会实行牌照准入制度。监管原则是
明确P2P行业的业务本质，使其归位
“金融信息服务中介”，严防其异化为
“信用中介”，杜绝其变身银行开展银
行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平台担保”
“资金池操作”“资金假托管”等将被
明令禁止。

以此消息为契机，我们谈谈一直
以来广受关注和议论的两个问题，即
网贷平台的资金第三方托管和沉淀
资金的使用问题。

资金第三方托管

这是网贷行业一直以来的美丽
传说，最早应该是起源于2011年，红
岭抛出了要和深圳工行某分行合作
托管资金的传说，给投资人带来了美
丽的梦想，红岭公信力大幅上升。不
过任何人都没有料到，这个皮球一脚
踢到了2014年还没有落地。

成功使用了第三方托管噱头的
还有一起好，当初引入汇付天下托管
系统，投资人都可以查询自己的独立
账户，当时这个噱头大幅提高了投资
人的安全感，吸引了一大批死忠用
户。其后，也有几家效仿使用汇付托
管，但因为已经没有了新闻噱头，效
果大减，因为技术不成熟以及排他
性，大多数都陆续弃用了。
2014年2月份，忽闻人人贷资金

托管了。不过，托管的不是投资人和
借款人的账户，只是风险准备金账户
的资金，此举完全没有诚意，是在跟
投资人玩文字游戏。

最近新的说法是2014年3月15
日，投哪网所引入的交行监管协议，
看到它的流程说明以后，我要说，这
当真是做到了从流程上符合纯粹第
三方资金托管的规范了，已经算是颇
有诚意了。

但这样做可能会增加成本，给网
站带来降息压力，使投资人利益受
损，此举标志着网站坚定地选择了打
品牌作秀的路线。投哪网使用了“资
金监管”这个措辞，如不是笔误，就是
在耍小聪明玩文字游戏，交通银行只
能发挥托管作用，没有监管职能，这个
职能只能由有资格的特定机构完成。

前面说了一些已经发生的对资
金第三方托管的案例，最后一个案例
明明已经实现了规范的托管，为什么
我们还是不太认同呢？因为我们只是
讨论了资金第三方托管流程的规范
性，并没有讨论借款人真实性的规范
性。假设所有的网站都使用了这套第
三方托管的技术流程，但是网站运营
方仍然可以通过伪造借款人，在符合
流程规范的前提下套走资金，这套流
程只是稍微提高了作假的复杂程度
和成本，完全不能解决挪用资金的问
题，因此我们才说这样的托管是作秀
成分远大于实际效果。

因此，规范中要求的，禁止“平台
担保”“资金池操作”“资金假托管”是
应该同时运行的三个要素，如果只是
做到其中一项是毫无意义的，此为假
托管，真作秀！要杜绝套用资金，至少
应该同时做到借款的审核与放款也
脱离平台主体，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
担保公司完成，平台仅扮演发展投资

人、借款人以及信息匹配的角色。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平台往更规

范化的方向发展的正确性，这仍然是
值得鼓励的行为，行业全面正规化也
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这里也并不是
针对投哪网，而是以目前业内相对做
得较好的案例来分析。

沉淀资金

沉淀资金的存在，目前是非常考
验网贷平台管理者的自制力的，绝大
多数平台在开业前几个月往往是亏
损运营的，进入稳定期以后，也就每年
200万～500万利润，钱赚得很辛苦。
看着账上千万级的沉淀资金，总体上
亿的待收资金，要控制住自己不去挪
用是要有非常高的自我约束力的。

最坏的情况就是网站伪造借款
人直接套用资金，也就是常说的自融
了。自融最大的风险就是集资人的投
资能力，投资失败，悲剧结局就无法
避免。

其次也是比较常见的情况，一些
网站计算好日常提现水平，留够备用
金以后将多余资金挪用私下放款，从
而赚取这部分无成本资金的利息，这
种方法为较多网站使用，因为个体投
资人难以发现，表面上你的资金还在
网站显示的账户里，你正处于投标排
队中，而本应该投上的借款需求，被
网站拿沉淀资金放给借款人了，借款
人已经借到了钱，因此无标可投……
其风险来源于万一网站发生一些动
荡，如负面新闻、黑客攻击等，投资人
忽然产生比较密集的提现需求，由于
挪用资金都是投向长周期借款，很容

易被几天的挤兑击溃导致网站倒闭。
这样的案例在2013年底已经发生数
起。

资金托管还不能真正有效，我们
应该做什么？

答案就是最大程度地为投资人
利益服务，现阶段不回避资金池，阳
光化运作资金池，让沉淀资金产生收
益。

比如可以学余额宝的方式，投资
人沉淀资金全部自动买入货币基金，
当排队成功投标以后，自动赎回划拨
款项，这里可能会涉及一些交易成
本，网站完全可以设置好游戏规则，
由投资人的沉淀资金利率收益中的
一部分来负担这部分费用。

或者可以直接和托管银行谈结
构型存款，为投资人沉淀资金产生收
益。这样不仅能够盘活沉淀资金，为
投资人提高收益率，网站也可以设置
沉淀自己购买货币基金开关，这样流
程即合法，能起到规避资金池法律风
险、限制网站挪用资金的可能性。

否则，以目前的方式，实现了托
管，就是把沉淀资金的利益白白送给
了托管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机构，投
资人和网站都没有收益，又不能真正
做到避免网站套取资金。资金托管真
正起效果，一定是监管机构强制行业
内所有公司均按照同一个规范去执
行的时候。

以上言论，必然会受到平台立场
以及支付机构的抵制，在此倡议投资
人积极声援，捍卫属于投资人的应得
利益，将网站随意支配沉淀资金的权
力锁到笼子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