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7年高考语文考试甫一结束，各地高
考作文题迅速成为社交媒体的焦点。 人们如
此热烈地讨论、分析，不仅因为这是一道分
值最高的考题，更是希望从中寻获时代发展
的号角与回响。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代表了
祖国发来的询问，是一道属于全体年轻人的
必答题。

请问你会如何看待这个时代 ？ 树影再
长，根始终扎在土里。 年轻人涉世未深，就更
需看懂身边的时代图景。 中国在发展、社会
在进步，但当代中国并非产自虚空，而是从
1978年、1949年、1840年乃至更久远的历史长
河中，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一路走来。

京剧、长城、大熊猫象征着古老的华夏，
“一带一路”、移动支付、共享单车代表着青
春的中国， 空气污染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呼吸之痛。 这些词汇所指代的内涵 ， 或传
统、或现代，或喜悦、或苦恼，但这就是你我
生活的当代中国。 对即将扬帆的青春而言，
无视任何一块拼图 ， 都可能令人生的航船
偏离航线。

请问你将如何改变这个时代 ？ 凡是过
往，皆为序章。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所谓
“四十不惑”，关键是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与人
生的坐标。 譬如畅想共和国百年华诞，如今
考场中的十几岁少年，届时也到了“知天命”
的年龄。 此时， 你在考场为共和国拍照，彼
时，中国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与现在的
你息息相关。

人生最幸福的事 ， 并不是身居高楼广
厦、手握美酒琼浆，而是祖国需要你的聪明
才智、你需要祖国来施展抱负。 “我与祖国共
韶华”，就是将个人勤恳奋斗、兢兢业业的一
小步，汇聚为国家、民族发展的一大步。

请问你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高考终究
是一场选拔性考试，担负着为国家选材的重
任。 犹如一场“成人礼”的高考，检验的是十
年苦读的成色。 从“有字之书”到“无字之书”
再到“心灵之书”，背后则是从育才到育人的
层叠推进。

人生是一场更漫长的考试，中间要经历
太多的选择、 判断 、 填空 。 做一个大写的
“人”，满怀赤子之心、同情之心，保有这样的
品格才能在人生大考中取得佳绩。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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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国事天下事
———解读今年高考作文

� � � � 记者梳理2017年高考语文试卷10道
作文题发现， 既有和学生息息相关的生活
化场景，也含有对人生和生活的感触，还结
合了国家战略等时事热点。

今年高考作文中有三道题和书有关：
浙江卷作文题“人要读三本大书”、天津卷
“重读长辈这部书” 和山东卷“24小时书
店”。

一类题引导考生结合社会生活进行思
考。比如，上海卷的作文题是“预测”，“生活
充满变数，有的人乐于接受对生活预测，有
的人则不以为然。”江苏卷以“车”为题，“车
来车往， 见证时代的发展， 承载世间的真
情。”北京卷其中一题是“说纽带”。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些时
事热点成为高考作文的重要题材。比如，全
国Ⅰ卷作文题“中国关键词”中囊括了“一
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北京卷第二题是“共
和国，我为你拍照”，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全国Ⅲ卷则在恢复高考40周年的背景
下以“我和高考”为题。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2017年高
考作文坚持以考生为本， 力求让考生看得
懂、感受深、易接受、有兴趣。突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关注社会热点，凸
显时代主题，贴近学生实际，同时发展了任
务型写作，更有利于人才选拔与教学引导。

专家指出， 材料型作文经多年实践已
趋于成熟。 今年作文题在此基础上精心设
计写作要求， 指令明确， 发展了任务型写
作，更有利于考生发挥。全国Ⅲ卷作文要求
“以‘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
意在引导考生立足于“我”，突出思想与情
感的表达主体，既可写实，亦可虚构，为考
生的思想表达、 经历叙述与情感抒发提供
了更大空间。

专家解析作文命题思路
凸显时代主题 发展任务型写作

� � � �有关专家认为， 今年的作文题目兼具
稳重和鲜活，紧扣时代主题，囊括个人、社
会和国家。 题目的设置不仅能展现学生文
章写得怎么样， 还能体现文章背后的人格
和修养。

———贴近生活，富有时代气息。首都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组长田云等
一线教师认为， 生活化是今年高考作文题的
一大特点，考题中纽带、车、书店等都是学生
身边的事，这让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容
易有表达的欲望和发挥的空间。

教育部考试中心专家表示，贴近考生、贴

近现实生活，使考生感到熟悉、友好，更易产
生思想情感共鸣与交流， 是作文试题命制的
努力方向。国家热点战略“一带一路”、大众娱
乐活动“广场舞”、几乎人人在用的“移动支
付”等关键词，让人耳目一新。

———融古通今，传承发展文化。教育部
考试中心专家表示， 全国Ⅱ卷作文题选取
了六个分别来自古代、 近代和现代不同时
期的诗词文学名句， 要求学生不是用静态
记忆来传承文化，而是合理引用，从中解读
出相应的意义， 使优秀传统文化在使用中
焕发出新的活力。

浙江省高考作文阅卷组组长陈建新表
示，全国Ⅲ卷的“我和高考”，出人意料又在
情理之中。考题以40年前恢复高考这件有
着时代转折意义的事件为背景， 连通了数
十年的历史和学生当下的个人体验， 学生
可以表达自己对“高考” 的独特体会和理
解， 也可以从更高层面， 回顾过去展望未
来，探讨高考改革的方向。

———深邃思考，培育思辨能力。北京市
京源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王晨阳说， 避免
高考作文套路化， 培养学生的思考力是这
些年高考作文的努力方向， 在一些题目中
已经体现。如上海的“预测”，预测的东西有
很多，有巫婆跳神的预测，有黑洞理论的预
测，需要学生有足够深邃的思考、足够开阔
的视野才能写好。

� � �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等专家看
来， 高考作文题是最能展现学生汉语文学的
素养和能力的，同时也是时代变迁的投影。

记者梳理发现，从恢复高考元年的“心
中有话向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到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毁树容易种树难”“乐
于助人还是悄悄走开”，再到新世纪以来的
“汶川地震”“心灵的选择”， 高考作文命题
逐渐从宏大的政治叙事， 走向关注社会热

点、思辨人生人性。
除了题材， 作文体裁也有着明显的时

代脉络变化。“恢复高考40年， 我们的作文
试题经过了标题作文、材料作文、话题作文
和新材料作文四种形式。”陈建新说，新材
料作文最不容易与以前的考题雷同， 有利
于考生个性发挥。

张颐武认为， 从高考作文可以看出今
后中学语文教育的方向， 那就是增加阅读

量、增强逻辑能力、重视传统文化，总体上
要引导学生全面提高学习能力、观察能力、
思考能力。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北京市高考阅
卷小组副组长漆永祥认为，“高考作文命题
者大可不必有太多顾忌，生活琐事、家长里
短、身边故事、普罗大众，皆可出题，要尽量
拉近考生与题目的距离， 尤其要引导考生
写他们自己的生活与感想。” 漆永祥说，命
题创新会激发考生作文的变化， 一定会出
现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新颖求变、不拘一
格的好作文。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祖国为你
出了一道思考题

新华社记者 萧海川 魏圣曜

� � � �中国关键词、“共和国， 我为
你拍照”、人生三本书、24小时书
店、 我和高考……今年恰逢我国
恢复高考40周年，最能展现学生
汉语文化能力和素养的高考作文
题再次成为焦点。 教育部考试中
心专家表示， 今年的试题以材料
作文为主，融通古今，总体上以厚
重感与鲜活性兼具的材料， 反映
时代主题和价值观念。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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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改革还在路上时代变迁的投影3

� � � � 6月7日17时08分， 考生从长沙市长郡中学考场走出， 家长们纷纷拿出手机留影。 傅聪 摄

作文题注重传承与思辨紧贴生活和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