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严非平）6月7日，高考第一天。一大早，分别在
华容一中考点、 怀乡中学考点参考的残疾考
生小蔡、 小彭， 在考务工作人员引导和照顾
下，顺利通过安检，提前半小时进入考场。

今年， 华容县共有2名残疾考生参加高
考。通过申请，肢体残疾、有轻度脑瘫的怀乡

中学考生小彭， 有肢残的华容二中考生小蔡
均获批携带拐杖、有人指引、优先进入考点和
考场等3项便利。身高不足1米的小彭还获批
安排了特殊桌椅。同时，县招考办为他俩准备
了“考试专用车”接送。两名考生就读的学校
还为他们进行了“私人订制”，即每人安排了
一名专职陪护教师，全程提供“一对一”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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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作文题总能成为社会关
注的焦点。“既在意料之中， 又是意料之外”，
无论考生本人抑或关注高考的局外者， 对于
今年湖南高考作文题都会有这样一番感叹 。
从它“见光”的那一刻起，这道试题便赢得了
许多赞许。

这道作文题要求考生从 “一带一路”“大
熊猫 ”“广场舞 ”“中华美食 ”“长城 ”“共享单
车 ”“京剧 ”“空气污染 ”“美丽乡村 ”“食品安
全”“高铁”“移动支付” 等十二个关于中国的
关键词中，选择两三个呈现其所认识的中国，
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

毫无疑问， 这十二个关键词都是频频出
现于我们身边，或为我们平时熟知的概念，无
一例外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烙印： 或反映着中
国灿烂的古代文明， 或表现出中国特有的地
理物产，或反映了中国当下呈现的生活状态，

或标注了中国当今改革发展的高度， 或展示
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考生
完全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中信手拈来热气
腾腾的生动事例，并且用自己的眼光来描述、
表达。

高考是检验教育成果的重要手段， 而高
考作文对题材的取舍、出题背后的理念，对学
校 、老师 ，学生 、家长 ，都有着风向标式的作
用。今年的作文题，映射出国家和社会对青年
学子的殷切期望：读书不能再是“两耳不闻窗
外事”，关注社会、关联生活，成为当代莘莘学
子应该具备的品格。“文章合为时而著”，作文
题对考生提出了潜在的要求： 要帮助对中国
知之不多的外国青年读懂中国， 自己首先就
得对我们的国情熟稔于胸； 用文字呈现现实
的中国， 就得对祖国有全面的了解， 对生于
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满含挚爱和自豪。既看
到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 也能客观辩证
地看待当下亟待解决的瓶颈与不足。

同时， 今年的作文对考生的思辨能力也
有很高的要求： 词语的选择与论述不是随机
的、孤立的、平面的，而要有主题、有角度 、有
内在的关联。

显然，这样的作文 ，没有 “套路 ”可循 ，依
“格式化”要求死记硬背“应试宝典”做不到 。
只有“胸中有丘壑 ， 放眼看天下 ”，才能写好
这样的作文。

教书育人是百年大计，承载着国家、民族
太多的期许。“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是教育事业早已明确的大政方针 。寄望
年轻学子有知识、有思想、有情怀 ，成为真正
担负民族未来的栋梁之材， 无疑是今年高考
作文题传递出的明确信号。

高考次日
雷阵雨来扰
气温回升注意防暑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张倩） 主汛期里的高考天气整体还不错，
正好处在雨水间歇期。高考次日，湖南部分地
区午后多雷阵雨天气， 可能对英语听力测试
带来影响，提醒注意防范。另外，气温回升，天
气略显闷热，提醒考生注意防暑祛湿，适当调
整心情，沉着应对考试。

今天， 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以晴好天气为
主。省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湖南气温平稳，
整体天气适宜，对高考无明显不利影响，8日
至9日省内多阵性降水天气。8日白天： 全省
多云，大部分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
气温29至31摄氏度；8日晚到9日白天： 多云
间阴天， 湘中以北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
雨或雷阵雨；9日晚到10日白天：多云到阴天
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湘中以北部分地区中
到大雨，湘北局部暴雨。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邱承 杨劭熠

6月7日，高考第一天。对于怀化市一中考
生向绍鹏来说， 今年这场高考是他一生中永
远不能忘记的一次特殊考试。

一个人的考室，一个人的战场，对向绍鹏
而言，这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这一切，源自6
日上午的那场意外: 因为家里的地板砖沾了
水非常湿滑，向绍鹏一不小心重重摔倒在地，
到下午4时许，向绍鹏的脚越来越肿。

此时离怀化市一中考场模拟演练仅剩半
个小时。 向绍鹏的母亲赶忙向班主任邓高华老
师请假，邓高华告诉他们，一定要来考点模拟演
练熟悉考场，以防7日正式考试出现问题。于是，
父亲赶紧背起向绍鹏乘坐的士赶往一中考点。

向绍鹏按程序经过了安检、 听力测试等
环节，可是坐在座位上就受不了，肿胀的脚使
他不得不频繁站起来，这可急坏了邓高华。邓
高华立即向考点办公室报告了情况。

鹤城区教育局招考办负责人廖家旺带人

来到考室，查看向绍鹏的伤情。看到向绍鹏伤
情严重，大家认为考生因为疼痛频繁起立，不
仅影响到他人考试，而且还有违纪舞弊风险，
将影响到向绍鹏考试。

征得向绍鹏和他父亲的同意后，鹤城区教
育局招考办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向市教育考
试院和省教育考试院报告情况，申请按程序启
动备用考室。经批准后，为向绍鹏单独安排一
间标准化备用考室，并从监考员备用库中抽调
两名老师专门为其监考。一切安排妥当，邓高
华陪向绍鹏到怀化市中医院进行治疗。

6月7日6时许，邓高华来到怀化市一中门
口等待考生的到来。7时许， 邓高华等来了趴
在爸爸背上的向绍鹏，邓高华叮嘱：“绍鹏，加
油！要放轻松！” 向绍鹏走进了专门为他准备
的特殊考场， 鹤城区招考办还安排了医生在
考点值守。

“这是一次宝贵的人生体验，我希望自己
考上理想的大学，将来回报父母、老师以及护
航高考的叔叔阿姨们。” 高考首日结束后，向
绍鹏感动地说。

高考招生关注
三湘时评

胸中有丘壑 放眼看天下

一个人的考场

湖南日报6月7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李新春 刘朝晖 艾志飞）“高考是每个人
怀揣梦想，开启精彩人生的转折点。我要用我
的坚毅书写‘雨过天晴’的新篇章。”6月7日，
在祁阳二中考点340考室，29号考生刘雨晴
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因小时患痉挛型脑瘫导致运动神经损伤，
刘雨晴行走不便，手臂乏力，常人轻轻松松能完
成的书写，对他来说是“挑战”。每次写字，他右手
执笔，单手无力移动，得依赖上身转动、左手助推
才能完成。刘雨晴因此享受到了今年高考特殊政
策，经审批，他每科考试时间可延长30%。

虽然身体残疾，但刘雨晴却乐观自信。高
考考室编排中，他本可以选择单设考室考试，

但他谢绝了。他说，他更愿意与正常考生一起
“同场竞技”。

刘雨晴酷爱读书，勤奋努力。读高一、高
二时，他不要家人陪读，在校寄宿，生活自理。
他的班主任胡超文老师感触最深的是， 他不
仅学习刻苦，还积极参与各项班级活动。考前
“点燃高考正能量”主题班会中，刘雨晴以自
身的经历阐释“我自信我坚强”人生理念，成
为全校师生心目中的“励志男孩”。

对3年高中生活，刘雨晴心存感激。学校
特批让他到教师食堂就餐，避免了拥挤；他每
年还享受政府助学金；上下教室楼梯时，总有
同学伸出热情的双手相扶。 他要带着这份感
激拼搏人生，回报社会。

“励志男孩”刘雨晴乐观自信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
上午，全国高考语文科目的考试率先结束。
毫无疑问，最引人关注的，依然是作文题。

湖南卷的作文题为一道材料题， 命题
者列举了留学生较为关注的12个“中国关
键词”：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
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
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让考生从
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所认识的中
国，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这12个关键
词，涉及到经济、文化、民生、国政等多个领
域，既体现传统，像京剧、长城等，又面向现
代文明，像高铁、移动支付等；既有积极的
正面引导，像美丽乡村、一带一路等，又不
回避缺点和不足， 像空气污染、 食品安全
等； 既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点， 像食品安
全、空气污染、共享单车等，又有对未来的
构想，像美丽乡村、一带一路等。

湖南师大附中资深语文教师欧阳荐枫
认为， 与以往作文题更关注个体的生命意
义、成长经历、情感体验、生活感悟不同的
是， 今年高考作文题注重引导考生关注周
边与文化，群体与现象，民族与国家；有明
显的由内到外，化小为大的倾向。

长沙市一中语文教研组组长周玉龙

认为，此作文题并不如坊间传说的那么好
写，写作难度不小。考生立意有多种选择，
可以从中国的“传统”与“崭新”来立意，
也可以从中国的“美丽”和“忧伤 ”来立
意，还可以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思考、探
索中国的“未来”。但命题者强调考生对所
选词语在写作中要“形成有机的关联”，这
并不容易达到， 需要考生有很强的应变、
融会贯通能力。

■链接：

2017年湖南高考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材料， 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

于800字的文章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他

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一路、
大熊猫 、广场舞 、中华美食 、长城 、共享单
车、京剧、空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
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
认识的中国， 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
懂中国。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
关联；选好角度，明确问题，自拟标题；不要
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今年高考湖南卷作文题：
关注时事 心系国家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雷鸣） 日前， 空军招飞局发出通知，根
据2017年飞行学员招收计划，今年从地方
普通中学高中毕业女生中招收第11批女
飞行学员35名， 这是空军时隔4年后再次
招收女飞行学员。

招收女飞行学员的基本条件为： 普通
高中应届、 往届毕业生， 年龄不小于17周
岁，不大于20周岁（1997年8月31日至2000
年8月31日出生），身高在165-185cm之间
(未满18周岁的身高164cm合格)，体重在标
准体重的85%至120%之间， 双眼裸眼C字
表视力均在0.8以上， 未做过视力矫治手
术，无色盲、色弱、斜视等。

与以往相比， 第11批女飞招收选拔作
出较大调整改进，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扩

大招收选拔范围。从第10批的20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扩大到今年的31个。二是改进
计划下达方式。 由过去的分省下达招飞计
划， 调整为在全国开招范围内择优录取35
名。三是统一招飞录取原则。要求考生必须
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全部合格，
且高考成绩达到当地一本线， 方具备投档
资格，空军按“高考成绩与当地一本线的比
值”由高到低顺序录取。

我省志在天空、热爱飞行的女高中毕业
生，可向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以及当地
教育招生考试部门咨询详情，也可通过空军
招飞网、 招飞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招收办
法。6月中下旬， 空军将组织初选。6月底至7
月初，空军将在北京集中组织定选。招收的
女飞行学员将集中编班组教施训。

扩大招收范围 改进选拔模式
时隔4年后再招女飞行学员

湖南日报6月7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向富生 周仁）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军
区招生办公室获悉， 今年军队院校在湘招
生计划已经下达， 全省计划招收青年学员
602人，其中男生理科575人、文科9人，女
生理科17人、文科1人。

国防科技大学、 信息工程大学等21所
军队院校计划在湘招生516人， 武警工程
大学、武警警官学院等3所武警院校计划在
湘招生86人。 其中招生人数最多的是武警
警官学院，计划在湘招生79人，其次是国防
科技大学，计划在湘招生74人，空军工程大
学计划在湘招生73人。

据了解， 今年军队院校招生政策较去

年有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是取消了国
防生招生。根据军队改革统一部署，从今年
起， 不再从普通高中毕业生中定向招收国
防生；二是施行新的军校招生体检标准。今
年我省将严格按照新的标准组织军检，并
取消初检环节， 填报了军校志愿并达到军
检线的考生，可直接参加军检；三是招生规
模较去年总数压减了335人， 其中军队院
校减少89人，武警院校减少20人，国防生
减少226人。

广大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湖南省军校招
生”微信公众号（hnsjxzs）查询军校招生政
策规定、招生计划等相关信息，或拨打省军
区招生办电话（0731-84570596）进行咨询。

军队院校在湘招生计划下达
计划招收学员602人，取消国防生招生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刘波 伍先安

今年高考，邵阳市一中单设了一个考室。
6月7日8时40分， 一位女交警出现在

这个单设的考室， 她和考场工作人员忙着
为一位考生安排轮椅座位。

女交警叫陈佳， 是邵阳市交警支队大
祥大队六中队民警。考生叫伍昱箫，是邵阳
市四中学生。

原来，6月4日，伍昱箫因病住院，并在
6月5日接受手术治疗。 现在， 她行动不方
便，出行只能用轮椅。可她梦想着能考上大
学，坚持要参加高考。

6月6日下午，妈妈伍娟带着伍昱箫前来考
场熟悉情况。伍娟看了考场后，觉得伍昱箫参加
考试有诸多不便。高考当天，相关路段将实施交

通管制，社会车辆不准进入管制区域。而且根据
安排，伍昱箫是在普通考室考试，她行动不便，
还有可能影响他人。伍娟请求考场负责人，帮助
解决伍昱箫参考的“难题”。考场负责人迅速将
情况向上级汇报。通过大家努力争取，当天，伍
昱箫的考室从普通考室调整到单设考室。

当晚，邵阳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交警支
队支队长杨修文得知伍昱箫的情况， 立即
与伍娟取得联系， 指派大祥交警大队安排
警车专门护送伍昱箫。 大祥交警大队确定
由六中队陈佳、 处罚中心张艳芳两位女民
警负责。随后，陈佳和伍娟约好，6月7日8时
10分，她们上门接伍昱箫去考场。

6月7日8时10分，警车准时到达，接伍
昱箫去考场。

高考两天， 陈佳和张艳芳将负责接送
伍昱箫，保证她安全进出考场。

一位高考考生刚做完手术，行动不便———
邵阳交警派警车送考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任胜 地维

“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跟往年一
样，今年高考，汨罗江畔一副副构思精巧、意
蕴深厚的楹联如期而至。6月7日一大早，汨
罗市一帮钟情高考楹联的人，不约而同来到
该市3个考点门前，将楹联一一拍进手机。

“神州擢英才，抒凌云志，唱大风歌，问
谁扬鞭跃马；楚地钟灵秀，点洞庭波，蘸汨
江水，看我泼墨挥毫。”市一中考点大门前
的楹联，运用设问形式，珠联璧合，妙手偶
得，浑然天成；全联境界高远，莘莘学子那
种昂扬奋进、 舍我其谁的气势才情扑面而

来，令人击节称赞。
市二中考点大门前，“兴邦圆夙梦，丝

路起新歌，盛时吁俊，赞画王图，切盼黉宫
学子欣入彀；步圣铸仁怀，罗江赓楚韵，金
殿策名，飞扬锦字，堪期翰院朱衣暗点头”
的楹联，熔铸古今于一炉，化用典故，考生
们对金榜题名的期盼与信心跃然纸上。

再看罗城学校考点的门联：“中日暖照
罗城欣看宏堂学子蓝天尽书强国梦， 江夏
文光楚地辉就时代英才雄卷绘写冠名篇。”
寥寥数语，取眼前之美景，展汨罗之灵杰，
将学子的奋发之气与雄健之才，反复渲染，
喷薄而出。

汨罗江畔有佳联

华容“折翼天使”享受考试“福利”

图①：6月7日上午11时40分，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考湖南省岳麓考区湖南师大附中考点，首场
考试结束后，考生走出考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图②：6月7日上午，高考长沙市一中考点，送考的老师穿着红色的衣服为考生鼓劲加油，并为
他们准备了饮料。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图③：6月7日下午开考前，永州市道县第一中学高考考点，交警将受伤的考生背往教室。 何红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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