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BDP 中文 A 语言与文学课程学习指导》（下称《学习指导》）为研读该课

程的学生所编写，也可作为教师的参考资料。在 2019 年版的国际文凭大学预科

项目（IBDP）第一学科组的课程中，“文学课程”和“语言与文学课程”在课程

框架和内容上更加接近，所以对 IBDP 文学课程的学生来讲，本书亦有指导价

值。本《学习指导》涉及到多种文学和非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现象以及相应的

社会和语言问题，也可作为其他语言与文学课程的学生和有兴趣的读者的参考

读物。

内容和使用建议

一、课程整体框架。《学习指导》介绍了课程的整体框架，包括探究领域、

概念和全球问题。探究式学习是 2019 年版课程的新走向，建议教师和学生充分

领会这一部分的内容，为研读后续章节打好基础。

二、课程具体内容。《学习指导》以探究领域为线索规划整个学习过程，在

每个探究领域总话题中又分出较为具体的分话题。教师和学生应该认识到探究领

域在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同时按照分话题之建议规划课程，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偏好开设别的分话题，以使课程学习更有针对性。

《学习指导》为每个分话题选定了相应的概念和全球问题，目的是引导读者

在探究领域、概念和全球问题的研习之间建立联系。探究话题和概念以及全球问

题的联系可以多种多样，《学习指导》只是提出一种可能的匹配模式，教师和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求做出调整。

《学习指导》选用了多种类型的文学和非文学文本，同时结合章节教学重点

的需求做出分析和评价。《学习指导》力求从具体文本入手，锁定特定内容和语

言现象，以小见大，展开思路。读者应该将文本分析当作课程学习之核心，借助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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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提供的线索和方法，培养文本研习之能力，尤其是将文本阅读和探究式学习

结合起来的能力。《学习指导》亦安排了延伸阅读，引导读者在文本研读过程中

达到全方位的理解。教师和学生宜利用延伸阅读的机会，使课程学习多样化，同

时走向新的深度。

在大部分章节中，《学习指导》将文学和非文学作品搭配在一起，聚焦相同

的课程内容展开研讨。关注文学和非文学文本的相关性，是语言与文学课程的与

众不同之处。教师和学生应该认真体会两类文本分别有什么特点，又如何在概念

探究的框架之下结为一体。

《学习指导》设置了课前思考题和延伸阅读思考题，在每一个章节之后还有

对研讨内容的总结。希望教师和学生利用这些内容引导思路，启发思考，增益学

习效果。思考题和总结都是和概念及全球问题相关联的，尤其在总结部分，《学

习指导》力图归纳研习过程，做出有规律性的结论。这个研习过程是探究式学习

的必经之路，希望教师和学生可以充分利用。

三、练习和学习成果评估。《学习指导》中的思考题可以用作学生的练习

题。同时，按照课程评估要求，《学习指导》也设定了多种类型的题目。教师和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课程时间安排来选择使用，同时也可以按照相应的出

题思路设计自己的思考练习题。

承蒙业界同仁提供宝贵意见，学生授权使用他们的作业，《学习指导》得以

成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香港三联书店郑海槟先生、尚小萌女士和责任编辑胡

卿旋女士倾力相助。在此一并致谢。

禹慧灵

2019 年 9月 1日

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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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作业练习

（1）【文本分析】

阅读《找到自己的椰子》，参考引导题，做出分析。

引导题：文章内容的布局和编排如何有助于呈现写作效果？

找到自己的椰子（节选）

时间 :2019-01-07	 作者 : 未详	 点击 :435 次

　　他出生在贫困之家，从小内心深处就被极度的自卑笼罩着。大学毕业后，因

为屡次求职失败，他干脆宅在家里，整天沉迷于计算机游戏，日子过得穷困潦

倒。一次，他被好友安克拉着去参观一场“草根族”的才艺表演。让他感到惊讶

的是，来参加比赛的成员，年龄和职业各不相同，每个人都大胆登上舞台，尽情

表演自己的特长。

　　一个 8 岁的小男孩，用手指顶着披萨饼面团，迅速开始转动。他时不时地将

面团放在脑袋后面，用双手互相配合着旋转，娴熟的甩饼技术，加上轻松自信的

笑容，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一位身材矮胖的女孩，演唱电影《泰坦尼克号》的

主题曲，尽管她的嗓音并不优美，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却感动了很多人。一位在

车祸中失去双腿的男人，现场表演飞针走钱，短短 5 分钟，就将一块布料缝成了

漂亮的裙子。原来，从绝望中走出来的他，选择了裁缝为职业……11

（2）【个人口头报告】

“励志文”被公认为是一种常见的文体。体会选文《灵魂有香气的女子》的“励志”

特点，寻找两篇类似的文本，思考全球问题“文化、身份和社区”“信仰、价值观

和教育”或“艺术、创造和想象”，同时思考到“文化”“创造”和“交流”的概

念探究点，准备一份个人口头报告。

11 佚名：《找到自己的椰子》，“人生屋”，http://www.rensheng5.com/duzhewenzhai/renwu/id-170785.html，2019
年 1月 19日浏览。

第 4 章　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指的是文学或非文学作品将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作为题材或对象，体现明

确的价值观、政治理念和社会责任意识。投身于宏大叙事的作者有较强的社会使命感，交流

意图更倾向于社会性，强调作品的教育功能。作品大多涉及有鲜明社会意义的内容，主题有

明确的观念取向。作品更容易在读者中引发共鸣，激发公民意识和参与感。宏大叙事的作品

可以体现官方主流价值观，也可以呈现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文化内涵。宏大叙事的作品不同于

表现私人生活、描写缺乏时代感的琐碎内容、抒发个人情感、过分追求纯艺术特点和商业效

应的作品。

1 　时代沧桑：白先勇的《台北人》

概念探究 身份　观点

全球问题 文化、身份和社区　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

1.1 	 阅读白先勇《岁除》和《冬夜》，思考问题

1	《岁除》和《冬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作者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故事？

2	节选中如何显示出时代的痕迹？作者如何表现对历史变迁、人世沧桑的感喟？

3	个人的命运如何和时代历史的大背景联系起来？作者如何在细节描写中带出重大事件

和深刻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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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面烘托、叙事角度、人物形象描写手法如何起到突现主题的作用？

岁除（节选）

白先勇

……

“老弟台，大哥的话，一句没讲差。吴胜彪，那个小子还当过我的副排长呢。来到

台北，走过他大门，老子正眼也不瞧他一下。他做得大是他的命，捧大脚的屁眼事，老

子就是干不来，干得来现在也不当伙夫头了。上礼拜，我不过拿了我们医院厨房里一点

锅巴去喂猪，主管直起眼睛跟我打官腔。老子捞起袖子就指到他脸上说道 ：‘余主任，

不瞒你说。民国十六年北伐，我赖鸣升就挑起锅头跟革命军打孙传芳去了。厨房里的规

矩，用不着主任来指导。’你替我算算，老弟——”赖鸣升掐着指头，头颅晃荡着，“今

年民国多少年，你大哥就有多少岁。这几十年，打滚翻身，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没经过？

到了现在还稀罕什么不成？老实说，老弟，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

咧。”

…… 12

白先勇是一位对社会动荡、历史变迁非常敏感的作家。白先勇的父亲是国民党名将，在

抗日战争时期屡建战功。白先勇出生在战争年代，那也是一个英雄的时代。父亲一代人的功

业给白先勇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国共内战硝烟又起，国民党败走台湾，英雄末路的慨叹

又从父辈一代身上传到白先勇，进而人生流离、世事无常的感受也越酿越浓。《台北人》中

的主要篇目写在作者 30 岁前后，那是人生感受最为敏感和强烈，同时人生体味日趋成熟的年

代。如作者所说，他写的是对父辈征战生活的回忆，而他的小说背后有“历史架构”，他要

写的是“民国史”。

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

——《台北人》扉页作者题词 13

12 白先勇：《岁除》，选自《台北人》，台北：尔雅丛书，2008年。
13 同注 12。

白先勇谈《台北人》：

我有一本小说叫《台北人》，这本小说很多篇目背后都有个历史架构，就是民国史。

在我的潜意识里，我用文学的笔法来呈现那段历史。14 

我在抗战时期出生，成长过程中有许多关于抗日和抗日英雄的记忆，那时的父亲整

天忙着和日本人打仗，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15

白先勇笔下人物形象众多，题材涵盖面很广，但都与时代沧桑和个人际遇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台北人》有许多军人的形象，无疑出自作者对父辈一代人的观察。白先勇笔下的军人

多种多样，也是体现了作者对那一代国民党军人经历的感悟和思考，从而展示出相关的社会

话题。

《岁除》中的赖鸣升是军人形象中最动人的一个。在这个人物形象的身上，作者讲述了

一代军人的历史，同时也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赖鸣升只是一个下级军官，军旅生活最辉煌的

时候也只是官至连长。在小说中，赖鸣升已经年老退役，只是在荣军医院做一个无足轻重的

“伙头兵”，而且依然孤身一人。在农历新年除夕，他来到现在官至营长的老部下家中吃团

圆饭。

赖鸣升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是战场上的英雄，身上的伤疤记录着往日的功业。他有一

份壮志豪情，当刘营长的儿子说他的志向是“陆军司令”，赖鸣升大加赞许，还说他年轻时

的志向还要更高。不难看出，他是当年一代热血青年形象的缩影。他豪爽大方，更重人情，

看不上做了官忘掉“哥儿俩的情份”的人，更看不起蝇营狗苟、巴结上司而图谋私利的人，

“捧大脚的屁眼事，老子就是干不来”，展示出他品行正直的一面。

作者在多个层面上展示赖鸣升的形象。他看上去有军人的气度，但在维护尊严的同时又

展示出一份自负和傲慢。听说没有亲历战场的人在军校课堂讲台儿庄战役，赖鸣升觉得很是

荒唐。现在的上司对他指手画脚，他口称“民国十六年北伐，我赖鸣升就挑起锅头跟革命军

打孙传芳去了”，显示出十分的不屑。当身为营长的老部下给他敬酒时，他一方面感到自尊

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同时也一再说“你大哥已经退了下来了”，“现在不过是荣民医院厨房里

14 王逸人采访白先勇：《白先勇谈父亲白崇禧：望历史公正地替我父亲写传》（原标题：《一场与白先勇关于历史的对
话——希望历史公正地替我父亲写传》），http://news.ifeng.com/a/20140615/40739684_0.shtml，2019年 8月 9
日浏览。 

15 《晶报》记者彭子媚、实习生胡美玲采访白先勇：《以历史的沧桑来写历史》（2012年 08月 5日），http://news.
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8/05/16562258_0.shtml，2017年 7月 10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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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买办”，作者准确拿捏到赖鸣升的这个心理特征，显示出他内心的失落感。当年的下属对

他礼数不周，他非常生气，这里又看出赖鸣升总是在守护自己的面子，作者在此加入了一点

儿嘲弄的意味。

小说精心安排了饮酒的细节来展示赖鸣升的性格特征。出场之时，读者已经感到赖鸣升

是一位酒量过人的汉子。他自带酒水来别人家做客，口称年轻的时候“三花、茅台——直用

水碗子装”，不胜酒量的年轻军官俞欣被他嘲笑：“军人喝酒，杯子里还能剩东西吗？”“头

一晚醉得倒下马来，第二天照样冲锋陷阵”，更是赖鸣升津津乐道的辉煌。在酒席上，别人

向他敬酒，他来者不拒，自尊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他更起身向别人劝酒，而自己总是一饮而

尽，显示自己的酒量。然而最终赖鸣升因不胜酒力，去盥洗室呕吐。夸夸其谈，外强中干，

赖鸣升荏弱的一面也显示了出来。

在赖鸣升的身上，作者表现出浓重的悲剧意识。当赖鸣升讲到“今年民国多少年，你大

哥就有多少岁”的时候，读者可以感到他为自己的老资格而自豪，同时又有岁月流逝，时不

我与的哀伤。而“就剩下几根骨头还没回老家心里放不下罢咧”，道出赖鸣升内心深处难言

的苦楚。作者刻意展示战争给赖鸣升留下的内心创伤。在台儿庄战役中，赖鸣升目睹长官被

敌军炮弹削去脑袋，自己也身负重伤，大难不死。战争之惨烈刻骨铭心，在讲述这幅场面

时，竟然无语失声。读者看到的是在战争中垮掉的一代，建功立业的理想已经被战争的血腥

惨烈冲淡，战争在赖鸣升身上留下的痕迹，并不是那么“灿烂辉煌”。

赖鸣升身上凝聚了一代国民党老兵的形象特点，是 1949 年后流落台湾的一代军人的典

型。作者正面描写他的壮志豪情，是为了缅怀他们辉煌的过去和抗战报国的不朽功绩。赖鸣

升身上的自负和傲慢，让读者看到败退台湾，时过境迁之后的失落和无奈。他们想要有机会

展示自己的身份，得到社会的认可，但滞留异乡，回到大陆老家已经没有希望。过去的辉煌

失去了根基，更被人遗忘，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只是一个不足轻重的小角色，再加上

家庭生活上也不如意，被恶人欺骗，落得人财两空。赖鸣升自负的背后，是极度的自卑。作

者更写到他们肉体和精神上遭受的创伤，更让人感受到他们脆弱的一面，从而激起读者深切

的同情。

作者在写赖鸣升夸夸其谈、外强中干的一面时，表现出一些讽刺的意味。用这样的方法

来写，看上去匪夷所思，和怜悯同情的主调不甚合拍，其实作者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小说

似乎是在暗示，那个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或者完全不曾有过。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一代

人的荣耀只能像是过眼烟云，笑谈而已。白先勇在缅怀与赞颂的同时，加入一些嘲讽的意

图，如此把握分寸，是基于对世事人生的精细观察和独到思考。作者并不是取笑这一代失落

者，而是让读者看到他们面临的是不可避免的衰败。

冬夜（节选）

白先勇

……

余教授踅回家中，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

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他拐到厨房里，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

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回到客厅中，发觉靠近书桌那扇窗户，让风吹开了，来回

开阖，发出砰砰的响声，他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他从窗缝中，看到他儿子房中

的灯光仍然亮着，俊彦坐在窗前，低着头在看书，他那年轻英爽的侧影，映在窗框里。

余教授微微吃了一惊，他好像骤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一般，他已经逐渐忘怀了

他年轻时的模样了。他记得就是在俊彦那个年纪，二十岁，他那时认识雅馨的。那次他

们在北海公园，雅馨刚剪掉辫子，一头秀发让风吹得飞了起来，她穿着一条深蓝的学生

裙站在北海边，裙子飘飘的，西天的晚霞，把一湖的水照得火烧一般，把她的脸也染红

了，…… 16

《冬夜》写的是身在台湾的大学教授余钦磊和从美国来访的老朋友吴柱国重逢的事。故事

中的余钦磊日渐衰老，伤病缠身，生活了无趣味。吴柱国是国际学术名人，但也无心学术，

时常只是在应付场面。二人回忆“五四运动”时期英姿勃发的样子，感慨万端。

小说写的是好朋友的二人故事，但故事是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展开，而人物的经历

和内心感受和时代环境密切相连。小说中的余钦磊和吴柱国是“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

店”“火烧赵家楼”的领军人物。作为热血青年，二人为改变国家、拯救民族投入了极大的

热情。和众多朋友在一起，余钦磊和吴柱国在奋斗中得到了满足，而余钦磊也得到爱情的眷

顾，和崇拜他的漂亮女生雅馨结为连理。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故事和人物形象描写，

使得小说拥有历史的纵深和时代的意义。

然而过去的辉煌没能继续。如今余钦磊在大学教书，百无聊赖，心灰意冷。他教的是英

国浪漫诗人拜伦，但今天的学生对拜伦式的激情已经没有兴趣。拜伦传奇式的经历似乎映衬着

余钦磊年轻而充满朝气的过去，而对今天的余钦磊却构成了讽刺。相爱的伴侣雅馨不幸病逝，

16 白先勇：《冬夜》，选自《台北人》，台北：尔雅丛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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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让他伤痛难忍，而岁月也稀疏了他浓密的黑发。为了给儿子付学费，余钦磊想去美国

“教教中文什么的”，大学文学讲堂上的拜伦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而翻译《拜伦诗集》的

工作也无心完成，他宁愿选择更加实际的生活方式。吴柱国表面上光鲜体面，头顶“国际学术

名人”的光环，出入前呼后拥，看上去非常风光，但他只是为了保住饭碗应付大学的要求而写

几本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用的书，来到台北也多半是应付社交场面。儒雅体面的外表之下，藏

着空虚而无聊的内心。而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不屈服于压迫，自杀守节；或为生计所困，

劳顿过度，意外身亡；也有的从反帝义士变成汉奸，终被枪决；还有的背弃过去的理想，变身

为官，享受富贵荣华。而“五四运动”那一段光辉的岁月，他们都已经不愿谈及，就连历史学

专家吴柱国也完全不会讲到民国这个时间段。其中的原因，除了世事变迁、反叛的精神无以为

继之外，他们也不确定当年的“义举”是否恰当、价值何在：反对旧式礼教意味着什么，中国

文化和西方思潮孰优孰劣，余钦磊和吴柱国一代人在困惑中寻觅，没有找到答案。小说安排了

一些吊诡的细节：自杀守节的老同学陆冲原本也是“打倒孔家店”的先锋，但后来居然被指责

为“为孔教作伥”之徒，被逼写悔过书；当年带头宣誓“二十年不做官”的邵子奇，现在偏偏

做了大官；而在美国风光一时的吴柱国，在大衣下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绵短袄”。这些细

节为一代人的困惑做了注脚，极具讽刺意味。

小说的高潮是吴柱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给美国学生讲起“五四”当年的壮举，而余钦磊

是壮举中的主角。他虽然跑掉了鞋，但仍然奋勇向前，叠罗汉攻入围墙，四处放火，可谓痛

快淋漓。当时听讲的美国的年轻人正在为反越战抗议游行，完全没有想到中国学生也曾有如

此热情，听得如醉如痴，其中更有几分敬佩。当吴柱国说到当年的英雄如今在台湾的大学教

拜伦，美国的学生中又一阵热闹。吴柱国向余钦磊讲到这段故事，余钦磊“那张皱纹满布的

脸上，突然一红”，难掩心中的一份惭愧，而美国学生的嬉笑，也让读者感觉到有嘲弄的意

味：当年的英雄如今只能在课堂上讲不切实际的空话，年轻人反叛的偶像拜伦也只能是文学

课堂上一个苍白的名字。在小说的另一处我们知道，上余钦磊拜伦课的已经没有一位男生，

让人联想到他们这一代血气男儿的过去，今夕对比，令人唏嘘；一位女生追问拜伦是不是漂

亮，而在考试中学生也只能写下“一大堆拜伦情妇的名字”。辉煌的过去显得如此滑稽可笑，

作者由此留给读者一个机会感受时代变化的脉搏，世间是非曲直、人生欢乐悲伤，都在时代

沧桑变化中茫茫然而不可预测。

小说精细的描写有助于呈现这样的人生情境。送走老友吴柱国，余钦磊那段热血沸腾又

温馨甜蜜的回忆也渐渐消隐。他感到冰冷的关节一阵剧痛，赶紧去贴上膏药，紧闭窗户，以

驱风寒。在凄风冷雨中，他昏昏欲睡，隐约中只能听到“一阵阵洗牌的声音及女人的笑语”。

就在这期间，余钦磊看到儿子“年轻英爽的侧影”，好像“骤然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

一般”。顺着这条思绪，余钦磊又想到和雅馨在公园认识，想到刚剪掉辫子后雅馨的一头秀

发和晚霞映照之下如“火烧一般”的湖水。作者状写余钦磊虚弱的身体，前后呼应，给整篇

小说笼罩上哀痛的情调，他此时“十分光秃的脑袋”也与雅馨的和自己曾有的秀发形成对

照。但同时，余钦磊一份美好的回忆还是时时浮上心头。两种情绪之间，哀伤失落无疑占据

主导，而美好的回忆代表着被毁掉的美好的过去，小说的悲剧意识由此彰显。

1.2 	 延伸阅读和思考

阅读白先勇《花桥荣记》，和上文《岁除》及《冬夜》作比较，思考问题：

●	 在内容、主题和表现方法上这些作品有哪些同异之处？

花桥荣记（节选）

白先勇

……

“卢先生，你的未婚妻是谁家的小姐呀？”我问他。

“是罗锦善罗家的。”

“哦，原来是他们家的姑娘 —— ”我告诉卢先生听，从前在桂林，我常到罗家缀玉

轩去买他们的织锦缎，那时他们家的生意做得很轰烈的。卢先生默默的听着，也没有答

话，半晌，他才若有所思的低声说道：

“我和她从小一起长大的，她是我培道的同学。”卢先生笑了一下，眼角子浮起两撮

皱纹来，说着他低下头去，又调起弦子，随便的拉了起来。太阳偏下去了，天色暗得昏

红，起了一阵风，吹在身上，温湿温湿的，吹得卢先生那一头花白的头发也颤动起来。

我倚在石凳靠背上，闭起眼睛，听着卢先生那喉咿呀呀带着点悲酸的弦音，朦朦胧胧，竟

睡了过去。忽儿我看见小金凤和七岁红在台上扮着《回窑》，忽儿那薛平贵又变成了我先

生，骑着马跑了过来。

“老板娘——”

我睁开眼，却看见卢先生已经收了弦子立起身来，原来早已满天星斗了。17

17 白先勇：《花桥荣记》，选自《台北人》，台北：尔雅丛书，2008年。



62 63

1.3 	 总结

在这一小节中，我们研讨了：

●	 有时代意识的作家，总是能把握变化的脉搏，用艺术形象来展示时代风貌的一个

侧面。

●	 人物往往是历史事件的中心。成功的作家总是能揭示出个人的命运和时代背景的

联系。

●	 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琐细如果和时代大环境联系起来，就会有更深刻的含义。

●	 有时代痕迹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的阅读参与，写作和阅读由此达成真正的沟通。

●	 引发重大社会动荡的政治事件往往是作者关注的焦点。在政治势力倾轧、血腥征战频

发的时代，小人物的命运更值得关注，更会引发同情和怜悯。

●	 回顾历史变迁、人事波折，艺术家总会有许多伤感和喟叹。“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

难免会有苍凉的悲剧意识。

1.4 	 作业练习

【论文】

“描绘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更有文学价值。”根据上面几段选文，就这个论题展开

讨论，写一篇论文。

2 　《穹顶之下》的全球话题

概念探究 交流　呈现

全球问题 政治、权力和公平正义　艺术、创造和想象　科学、技术和环境

2.1 	 阅读柴静《穹顶之下》报告，思考问题

1	媒体如何体现社会责任感？内容取舍筛选如何体现作者的价值观？

2	媒体的影响力如何呈现出来？新媒体平台和大众交流模式提供了哪些机会和挑战？

3	文本的切入角度、语言风格和修辞特点如何在读者身上产生效应？

《穹顶之下》报告（节选）

柴静

……

这一年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为了回答将来她会问我的问题，雾霾是什么？它从哪

来？我们怎么办？

……

有时候我在黑暗中会把灯关掉，我想端详一下 PM2.5 到底长什么样子 —— 但我知

道我看不见它，它们是一些空气中悬浮的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细颗粒物，所以它们会把

大量的可见光都散射、折射跟吸收掉，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但也因为这个

原因，我能肉眼看到的颗粒物最少也都是它的 20 倍，换句话说，这是一场看不到敌人

的战争。

……

有的时候我们小区的妈妈们会聊起这件事情，有一个妈妈就问我说，我们该怎么办

呢？我们要不要把小孩尽快地送到雾霾天里面去，让他们锻练锻练，适应适应，是不是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