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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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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周末，你总能看见一些女性，
她们在暴雨天望眼欲穿地搜寻出租
车，她们在拥挤的地铁里顽强地刷睫
毛膏补妆，她们在黄色拥堵的高架上
从车窗里探出一张张焦急的脸……是
的，她们在下班高峰时逆流而动，大无
畏地赶往市中心参加聚会。
王旗已经站在公司楼下等了半小

时，别说空车，连载了客的出租车也没
见一辆。虽然和目的地相距不远，但目
的地正好处于两站地铁之间，下地铁
后的步行距离用高跟鞋去丈量还是觉
得有点远。可是目前看来，这个时间在
这个地段打车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

她回到公司大厅吹了会儿空调，
拿出手机在微信群发了条消息：“打不
到车，有人路过淮海路新天地这块儿
吗？”
尹铭翔很快回复：“我堵在南北高

架威海路口了。”
幸好李禾多及时伸出援手：“那我

让我男友改道吧，我们在瑞金二路。”
由于改道接了王旗，禾多一行反

而最晚到店，男友在店门口领了停车
卡先去停车，禾多带王旗进门，自报
“李小姐订的位”，被店员领了进去，陈
萱、尹铭翔和夏秋已经点了茶水坐着
聊天。
为了避免被压住裙子，夏秋站起

身整理了一下裙摆。她穿一件小尖领
的白裙，包臀的长度，但腰侧垂下很长

的白纱裙摆，看起来又有点像长裙。
王旗一边在夏秋对面找位子坐下

一边说：“你今天怎么穿得这么女神？”
夏秋抬眼看见王旗身上的裸色蕾

丝上衣，笑起来：“我本来是想穿一条
像你这样的粉色裙子，可我妈不让，说
太透了。”
“这哪儿透？我里面还穿了打底

衫。”
陈萱插话进来：“不过穿成像我和

王旗这样的在公司也算异类了。我们
同事还经常说我太敢穿，我只是穿了
裙子而已。”

王旗马上点头附和：“对对对，我
也是异类，她们都完全不打扮。”
“怎么可能？外企女白领不都应该

穿精致套装拎小香包的吗？”
“才没有。其实根本没时间打扮，

而且打扮了也没人看，工作时间里可
能忙得连抬头的机会都没有。真正可
能打扮的，应该是高层吧，她们也有经
济实力去打扮。”
“可你都算异类了，应该在公司很

出众，怎么不好找男朋友？”夏秋问王
旗。
“她太挑了啊！”禾多在旁边惊呼，

“追她的人很多很多的。”
“我一点都不挑，我很想找男朋友

好吗？但是找不到啊。”
“前男友找了别人？”
“没有啊。他还蛮想复合的。”
“那干吗不跟他复合？我觉得他蛮

好的。”
“我也觉得他很好，对你特别好。”

“可是他是处女座，处女座和射手
座怎么可能在一起？”
“哪有人会真的因为星座不合而

分手……”夏秋哭笑不得。
“不是因为星座分手，而是他有处

女座的特点，特别爱管人。”
而王旗的最大特点是爱玩，从15

岁到25岁一点没变。她是哪怕感冒发
烧到38.5度，只要接到邀请，仍会赶场
去K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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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和王旗关系最好的是夏
秋。王旗家在崇明，离学校很远，那时
候大桥还没建好，她回家得坐渡船，所
以有时周末懒得回家就住夏秋家，和
夏秋挤一张床。但即便是如此亲近的
闺蜜，夏秋也不太能明白王旗为什么
那么受男生们欢迎，她不是最漂亮的
女生，也不是最活跃的女生，同样不是
最风趣、最可爱、最能干的女生。
王旗长得不像全智贤，可全智贤

有张照片拍得走样，和王旗相像了起
来，男生们偏要把这张最不像全智贤
的海报贴在寝室里，声称全智贤是自
己的偶像。
王旗的魅力还不止如此。她在校

外有个男友，在校内还有个男友，却一
点也不影响她的人气。即使时隔十年，
班里男同学聚在一起喝酒把其中一个
灌醉了，逼问他喜欢王旗还是他前女
友———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王旗。”男

生红着脸的样子和十年前一样。

当李禾多坐在餐桌对面看着王旗
用手撑着下颌看似认真地说“你们给
我介绍男朋友啊”的时候，她深谙王旗
是在说笑。
但夏秋永远都听不懂玩笑：“那什

么星座是和射手座绝配的？”
王旗翻着眼睛想了想：“白羊和

狮子。可是我不认识什么白羊座的
人，狮子座……唔……我认识的所有
狮子座不是你前男友就是禾多的前
男友。”
“让我想想我还认不认识别的狮

子座。”
夏秋话未说完，就被李禾多用胳

膊肘捅了一下。
“你还真的要给她介绍啊！”
“对呀。”
李禾多抚了抚自己的额头，吁了

口气，严肃地对王旗说：“别逗她，她什
么话都会当真的。”
王旗决定换个话题，转头问陈萱：

“对了，你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陈萱深吸一口气，目光落在夏秋

身上，因为她觉得自己现在急需一个
什么话都当真的听众，但凡出现一点
质疑她都不知道该如何自圆其说。
“我们不结婚了。”
四下安静了两秒，夏秋见女主角

的视线指向自己，于是点点头：“结婚
是挺烦挺累的，以后我结婚也不想办
婚礼，如果能旅行结婚就好了。”
“我是说不结婚，你们不知道‘不

结婚’是什么意思吗？我们不结婚了，”
陈萱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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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有什么可怕的？》

作者!马鸿旭

分析试卷找问题

拿出你这门学科最近 5次的综
合考试卷子，先按照题型进行分数统
计，比如5次考试总共20道填空，错
了7道，标记为13/20（65％）。理科
依次统计选择、填空、一般大题、较难
大题的得分情况。其中一般大题是指
数学中前四道大题，化学、物理中前两
题；较难大题则是数学后两题，以及化
学、物理的最后一题。语文则分别统计
默写、选择、文言文、现代文和作文。

统计之后，对比各项得分百分
比，看有没有明显低于其他题型的一
项。如果是按照题型进行分类统计，
出现了明显的劣势题型，那么问题主
要出现在考试时间分配和重视程度
上。这就需要在下一次综合考试时，
记录这一题型所花费的时间，并计算
时间百分比。

具体方法如下：以数学的填空题
为例，考试时做4道填空题的时间为
12分钟，占总考试时间120分钟的
10%，而填空题满分24分，占总分
150的16%。如果恰好，填空题正是
你各类题型中正确率最低的题型，那
么就要考虑适当地增加考试时填空
题的时间比重，并将检查的重点放在
填空题上，考试时也要注意在演算纸
上保留填空题的运算过程。这种统计
不要只针对正确率较低的题型，而要
做全面的统计，比较健康的时间比和
分数比是差不多相等的。

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分配方案是：
拿出全场考试15%的时间检查，10%
的时间分给难题，剩下75%的时间再

按照分数比重分配，针对劣势题型和
优势题型做调整。
除此之外，劣势的题型也间接反

映了你对这类题型考查点的不熟练。
比如数学的选择题，有些题的4个选
项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只需要通过
简单的代入计算，即可很快排除其他
选项，从而节省大量时间，不至于大
汗淋漓地按照正常顺序做出来一个
结果之后发现和选项里的四个答案
一个都不一样，只能硬着头皮猜了一
个最像的。再比如化学的推理填空
题，我们并不一定要按照填空的顺序
进行解答，如果可以通过题干中间的
一些现象提示得出中间答案，那么也
不失为一种快速的解题方式。
知识点的迅速弥补策略适用于

总复习阶段，因为此时的考题涵盖高
中三年的所有内容，考查方向和比例
也与高考极其相近。还是拿出尽可能
多的近期劣势学科的综合考试试卷，
对每一道题进行分析和统计。这个工
作量有些大而且有些枯燥，时间上有
困难的同学，可以找父母帮忙统计。
主要方式是对每一道题统计如

下几项信息：正确/错误、得分情况、
主要知识点。统计各项基础数据之后
要对原数据进行处理。继续统计，以
某一项知识点为一个统计分类，计算
所有包含该知识点的题的正确率和
得分率。正确率是指正确的题目数量
占总题目数量的比例，得分率则是获
得的分数占总分数的比例。通过横向
比较，找到正确率和得分率最低的知
识点，作为首先攻克的内容。此时边
际效益最高，收益最大！

错题分析攻知识点

好的，用这种方式，找到了你近
期的劣势知识点之后，即可进行我们
的翻身计划了！
拿出之前统计所用的卷子，针对

这类知识点进行错题分析，具体到导
致出错的是哪一个具体概念、哪一个
公式。如果无法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概
念或公式出错(比如大题经常出现很

多个概念和公式的组合)，那就尽量
按照解题步骤逐步分析，看具体是在
哪一步用错了公式，导致走向了错误的
解题方向；或者是看自己最多能写到哪
一步，是在哪个概念的组合运用上卡住
了。这个统计分析的过程也是极其耗
费时间和精力的，但毕竟题是你自己回
答的，只能由自己来做这个工作。
统计分析之后会发现，导致某一

个知识点 (比如生物性状概率计算)

正确率／得分率较低的主要原因可
能就集中在某几个具体的概念和知
识点上，这就完成了“敌人”定位工
作，接下来就是对症下药，重点击破。
而这个过程是最简单但也是最枯燥
的。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按照专题分类
的参考书习题册(如果掌握不好如何

区分错题所属的知识点%也可以按照

这些参考书的专题分类方式进行辅

助)，找到你最容易出错的方面的习
题，狠狠做上100道。有人会说，这种
题海战术谁都会用，那我就去做题好
啦，还看你的方法干吗？我想说，你可
以通过这个方法找到你的病因，但要
治愈你的病，还是需要借助大量药物
歼灭病毒。世界上永远没有一劳永逸

的方法，有的只是让你把时间和精力
用在最正确地方的方法，所以方法并
不是让你偷懒，而是让你少走无意义
的弯路，然而该流的汗依然要流，该
吃的苦也一样要吃。

讲究方法效果佳

做题也是讲究方法的。刷题讲究
“望闻问切”。
“望”是指在看到题的第一瞬间，

你脑袋里反应出了什么，较好的状态
是，读完题即反应出以下几项：这道
题主要考查的知识点有哪几个，可能
用到哪些条件之间的结合，使用这些
公式时常常出现的陷阱是什么，你有
没有做过和这道题相似或相近的题。
“闻”是指在反应完以上几点之

后，是否嗅出出题者主要考查的意
图，重点是考查公式在特殊环境下的
灵活运用，还是隐藏在好几层计算下
的参数获得。只有察觉出出题者出这
道题的主要目的，才能抓住要害。
“问”是在解答过程中，问自己几

个问题：围绕着出题者的出题目的，
自己能否很好地解题，是否发现了出
题者设置的小陷阱并巧妙避开，所用
公式是否符合这种条件和环境。
“切”是指作答完毕之后，将所得

结果作为已知条件带回题目中去，看
是否符合题目要求，如果时间足够，还
可以将原题中一个合适的已知条件当
作未知，根据其他已知条件加上所得
答案反向求解。这四点，除去最后一点
的后一个部分，都可以在读题解题时
在脑袋里完成，所以并不会耗费太多
时间，但却能有奇迹般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