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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一下，就学会!”这是国内某拍

照搜题App的广告词，简单直白，答案

似乎“唾手可得”，但是，知识真的这

么容易就能学会吗？近年，拍照搜题

App越来越火，学生用户越来越多，有

使用过的学生直言会产生依赖，而家

长、教师们也相对抵制这类产品，怎

么用拍照搜题App才能趋利避害？

站在理性客观角度讲，搜题 App

的出现确实带来了诸多便利。比如，

家长检查作业，扫一扫就知道是否准

确；比如，孩子百思不得其解的题目，

老师不在也能及时得到解惑。但是，

人类的惰性是天性之一。不用认真

做题、努力思考，“拍一拍”“扫一扫”，

就能更快更好地完成作业，获得老师

家长的夸奖，何乐而不为？就算是成

年人都很难抵御这种诱惑，何况是自

制力差的少年儿童？

频繁、过度使用搜题App很容易

让人产生一种依赖感，继而降低独立

思考的能力，长此以往，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攻克难题的能力必定会下降，

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更是一种灾难性

的影响。

我们小时候没有网络的帮助，遇

到难题怎么办？一方面，自己努力思

索寻求答案，一旦解题成功，获得的

成就感难以言喻，这能极大激发孩子

的学习乐趣和学习主动性。另一方

面，实在无法完成则寻求老师或同学

的帮助。学习的主动性是孩子勇敢、

积极等良好性格建立的基础，是良好

沟通能力建立的基础，是面对困难时

主动思维还是被动思维确立的基础。

主动学习的能力、探索求知的坚

韧、攻克难题的成就感，这些将贯穿

一个人的一生，这种能力、习惯和乐

趣的培养也将直接影响着孩子的人

格建立和人生发展。一旦孩子对搜

题软件产生依赖，不只是助长孩子学

习惰性，还会在多种方面带来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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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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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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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

而外，也会给教师的教育教学造成

误导，对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缺乏

正确认知。

现在，很多学校已经给搜题软件

下了“禁令”，家长们应积极响应，帮

助孩子培养良好思考的学习习惯，莫

图一时省力将孩子扔给搜题 App 了

事。学习软件要致力于提升孩子学

习能力的功能开发，而不只是扩充题

库和完善答案。如何做出让老师和

家长放心的软件，才是制胜关键。

（张文博 整理）

精准方便
搜题软件是学习帮手？

“作业有问题，就问 X 拍拍”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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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庭作业的答案变

得唾手可得。

打开手机，在软件商店里输入

关键词“搜题”，在界面优先显示的

排名靠前的软件，评分次数都超过

了 100万，排列在第三、第四的也有

几十万。

“题”，在教育教学中占据了重

要的位置，通过各种类型的题目，学

生对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巩固、检验，

一些设计精巧的题目还能起到打开

思维的作用。因此，在许多人眼中，

提升解题能力，从某种层面上就是

掌握运用知识的能力。

近几年，随着线上教育的发展，

各种搜题软件也日渐火爆，这些软

件建立起了储量巨大的题目数据

库，很难遇到搜不出答案的题。并

且，现在的搜题软件几乎都应用了

拍照识别技术，与早些年相比，大大

提升了搜题的速度和精确度。

不仅如此，有些搜题软件在登

入时，还会询问用户是学生、家长

还是老师，以便精准匹配用户的需

求；有的还推出了错题本功能、后

续同类题练习、直播讲解等功能。

似乎只要使用了这类软件，一切难

题都能迎刃而解，学生们还能利用

其中的识别归类技术“痛击”自己

的知识弱点，大大提升自己的解题

能力。

“很不错，尤其是搜完题之后有

相关推送可以趁热打铁掌握这个知

识点。”“不会的题目可以解决，还能

用来检查作业。”在一款高下载搜题

软件的评论列表里，大多是四星及

以上的好评，用户（基本是学生）纷

纷表示很有帮助。

学生“甘之如饴”
老师家长忧虑

走出软件本身评论列表，大众

对这类搜题软件的评价却颇具争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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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月，燕赵晚报公众号一份以

家长为主要调查群体的问卷中，有

80%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的孩子会

使用搜题软件，其中以小学段为主。

17%的被调查者表示，孩子做作业时

很依赖搜题软件；53%的被调查者表

示，孩子经过思考后还是没有解题思

路时，才会使用。但是，在比较搜题

软件的利弊时，有70%的被调查者选

择了“弊大于利”这一选项。

搜出的答案有错，解题方法与

学生的学段不匹配，比起这些可以

修正的缺点，反对者们真正在意的

是使用软件行为本身。不少家长和

老师都表示，他们担心孩子们使用

搜题软件会偏离其初衷，帮助学习

变成了助长惰性，提供思路变成了

纯粹的抄作业。

高一学生文韬回忆，自己还在

上初中时就用上了搜题软件。“刚用

的时候，确实会上瘾，因为真的很方

便。”文韬说，最开始用搜题软件就

是想直接写答案，想的一边看一边

写，效果可能跟自己做也差不多，结

果考试的时候就“傻”了。“看起来很

熟悉的题，有好多都做不了。”于是，

文韬痛下决心，再难的题也要先自

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了，再求助于

搜题软件。

另一位高二的学生慧炙，则是

主要用搜题软件检查作业和拓展思

路。“有些难题，有时候进行到某一

步不知道怎样继续了，就会搜一

搜。”慧炙说，自己算是学习方面比

较自觉的，“但有的同学一直都在

用，特别是假期快结束的时候，如果

堆了很多作业没做，可能就会直接

用搜题软件抄答案写上去了。”

搜题 App 带来怎样的影响，取

决于使用者如何去使用它。对于判

断力、自控力和认知都还在发展阶

段的孩子，“应当警惕”是一种谨慎

的态度。

“有家长反映，学生用过一次

之后就还想用。所以，我们明确跟
家长讲的是，直接杜绝使用电子产
品，就是想杜绝他们用这种软件的

可能性。”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教师

李雨珊表示，搜题软件会让学生形
成依赖，遇到难题惰于思考，无论

是理科类还是文科类。“拿到一道

题，能够自己想出来应该怎么去入

手，这是需要在自己解题的过程中

锻炼的。”

独立思考
使用方法很重要

搜题软件与过去我们所习惯的

纸质参考答案有什么区别？

过去，参考答案一般附在教辅

资料的最后几页，许多老师会要求

把参考答案撕下来上交。另一种做

法是由学生自己保管，学生利用答

案自己订正作业。而搜题软件，其

本质就是云端参考答案的连接器，

取用更加方便，并且更精准、扩充功

能更多。

与纸质参考答案一样，如何使

用，取决于学生是怎么看待作业的。

本硕都是数学专业、现在在当

兼职老师的游悦回忆起自己上中学

时，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

抄，实在是不会写了，空着也行，千

万不要抄！”

游悦的老师再三强调，作业是

用来巩固和检查知识的，不能把它

当作一个要上交给老师的任务。“说

白了，作业是给自己做的，不是给

老师做的。”因此，一张卷子上有时

有两三道大题都不会做，游悦也是

空着，等老师评讲时再认真听。

在对待搜题软件的态度上，游

悦也不是全然反对。她回忆说，自

己性格偏懒，有时一道题做不出

来，可能是自己懒得去想。那时

候，已经可以通过网络搜到一些

题目，但是需要手动输入文字，

自己嫌太麻烦了，就宁愿空着。

“如果那时就有搜题软件，说不定

我在学习时还会更加主动一些。”

现在，游悦也不会禁止学生用搜

题软件，但前提一定是要有自己

思考的过程。

对一些家长来说，搜题软件也

有其用处。

赵肖红的孩子子奇去年刚升入

初一，在辅导孩子作业时，她明显感

觉到难度较小学有较大的提升。有

搜题软件做“帮手”，她辅导起孩子

作业来就没那么吃力。

事实上，赵肖红说在子奇上五

年级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用搜题

App 了。“数学逐渐增加难度了，语

文也开始涉及一些古文和名著，有

时我不太确定的，就用搜题软件确

认一下。”不过，她从来不会让孩子

单独使用，就是避免他养成依赖的

习惯。

叙永县天池镇初级中学校数学

教师温行权认为，遇到不会做的题，

学生的首选还是应该先请教老师。

因为老师在讲题的过程中，能够与

学生面对面地交流，发现学生无法

完成的原因是什么，从而有针对性

地解决问题。解题过程中，老师还

能够一步一步地启发、诱导学生，调

动思维、探寻解题思路，而软件搜索

出的只是答案，“省略了学生自己思

考的这个过程，不利于锻炼学生的

解题能力。”

说到底，解题能力，第一步就是

知道从何处着手。如果陷入了模板

思维，那么无论是请教老师，还是拍

照搜题，都无法起到锻炼解题能力
的效果。慧炙说，习惯于用搜题软
件“处理”作业的同学，不止是数学、
物理等理科作业搜一搜，连写作文

也不动脑思考了，随便搜几篇范文，
拼拼凑凑也就完成了。

“我觉得这样的行为就是在骗
自己，偶尔一两次也没什么，但一直
这样，时间也浪费了，结果什么知识
都没学到。”慧炙说。

（文中学生姓名均为化名）

解题的意义不只是得到答案

手机拍一拍手机拍一拍 答案自然来答案自然来

搜题搜题AppApp，，真助学还是长惰性真助学还是长惰性？？
“再也不用担心，完不成作业而被老师和家长批评了！手机一

拍，答案就来！”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各种学习软件层出不穷，

拍照搜题软件的出现的确迎合了学生的做题需求，同时也引发了

很多争议。受访者普遍表示，拍照搜题软件破坏了中小学生急需

培养的独立思考和善于钻研的良好学习习惯，极易助长自控力较

差的学生的惰性，使之产生依赖。

那么，搜题 App 到底是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还是助长了他们

的惰性？

■ 记者 梁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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