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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偏不难让考生有话可说
郑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尧建兴
点评：今年河南高考作文题目既在意料之外，也在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指题目并没有直接关联热点话
题，情理之中是延续了高考作文题目既稳重大气又细
致深入的命题特点。整体来看，题目不偏不难，考生没
有陌生感，人人有话可说。

不管是 2019 年的“劳动观”、2020 年的“人物评
价”，还是今年的“理想”主题，连续三年高考作文都体
现了“古今融通”的特点，着力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理想，
树立远大志向，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养成优秀品
格，并且引导学生将“宏大主题”跟社会实际、自身发展
紧密结合，不谈大话空话，讲真话讲实话。

事实上，有关“理想”的作文小学生也会写，可是
高中生应该达到怎样的高度和水平呢？今年高考作
文命题体现了“注重能力”的特点，强化对学生思维
品质的高要求。要写好这篇关于“理想”的作文，考
生需要站在“当代青年”的立场，正确理解“加强修养”

“端正思想”“确立目标”“付诸行动”的内涵，全面考察
学生的思辨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多角度思考、多元化
理解的能力。

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理想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三语文备课组长张云佳
点评：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作文回归材料作文传

统，从青年学生特点入手，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的，
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引导考生思考自我发展，引导考生
树立正确理想。

今年的高考作文是一则与理想有关的题目，题目
的核心应是对理想的追求，追求理想的“基础、方法、路
径、目标及其关系等”，引导考生应该树立怎样的理想，
如何实现理想等。这正是对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彰显
和落实，目的是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形成科学的人
生观、价值观，促进全面发展。

作文材料中引用了汉代扬雄的一段话阐述了理想
应有明确目标：“不断加强修养，端正思想，并将‘义’作
为确定的目标，再付诸行动，就能实现理想。”这其实是
引导考生在追求理想时应将“义”作为目标，“义”是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既包括正义、道义，也包括
国家大义。因此，考生在写作中应深入挖掘理想与

“义”的关系，强调理想目标应符合正确的道德准则，应
考虑国家大义。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题目要求特别强调“结合自身
发展”，因此，考生在写作时切不可泛泛而谈，而要结合自
身实际，思考自我发展方向，应站在“当代青年”的角度，
将自身的理想追求与个人实际、道义规范、时代精神、国
家发展等结合起来。古人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当代青年也应有这样的觉悟和信念，既要进行自
身修养，也要恪守道德准则，更要担当国家责任。

善用活用累积素材
郑州一中高三语文教师闫芳
点评：今年的高考作文是任务驱动作文，题目给出

了写作材料并设定了任务情境。情境下的任务写作，对
广大考生来说，是不陌生的。作文材料选取学生熟悉的
话题，能够切实把学生十几年来的生命积累和成长感悟
激发出来，站在高考的人生节点，回顾成长过程中对理
想的追求和思考，展望未来，为更好地发展自身奠定基
础。从这个角度来说，命题是非常成功且很有意义的。

本次作文材料审题的关键在于抓住第一句话所设
定的写作范围，考生可以着眼于追求理想的基础、方
法、路径、目标中的任何一个，也可以着眼于它们之间
的关系。学生可以调取的写作素材是很多的，比如，选
修课本《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中的“修齐治平”“家国天
下”等单元就有关于修身与追求理想的具体论述；又如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也有诸多名人注重修身、追求理
想的素材。素材使用的关键点在于：若选取与论题一
致的素材，重在分析，巧在关联；若选取与论题相反的
素材，则要从两方面辩证分析，将议论引向深入。

这道作文题对我们今后的语文教学和考试评价也
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语文教学还是要立足学生核心
价值的引领和关键能力的提升，同时要大力发展学生
语言建构与运用和思维发展与创新等语文核心素养。
教学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紧密联系学生日
常生活实际、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兼顾传统文化发展
问题，扩展素材选取范围，从而积极推动学生关键能力
和核心素养的提升。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张竞昳张勤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社会各界通力协作，为考生加油为梦想护航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王红 张玉东安群英 刘玉娟 孙志刚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昨日，河
南学子步入考场，接受高考检阅。考
场上，莘莘学子下笔有神，为梦想而
拼；考场外，有父母师长的守望、各行
各业的护航：考点周边的工地静悄
悄，出租车、私家车忙碌在“爱
心送考”的路上，“打工人”上
下班尽量避开考点，交
警全员出动为“追梦人”
打开“绿色通道”，志愿
者为家长们送上纯净
水、凉扇…… 聚焦“理想”和“义”

沉浸在传统文化中
思考成长思考未来

名师点评高考作文

作为历年高考大家最为关注的语文作文，
今年题目难不难？考生怎么写才能拿高分？
本报邀请郑州外国语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
郑州第一中学一线名师来为学子答疑解惑。

爱心助考公
交车，供考生和
家长纳凉休息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绿色通道”为考生全面打开

在郑州中学考点，交警徐杰与 同 事
们不到 7：00 就已经上岗了，一边疏导
交通，为接送考生车辆开辟上下车绿色
通道，即停即下即走，一边随时待命，
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服务。

记者了解到，为了做好今年的高考保
障，郑州交警针对各考点的不同情况，一个
考点一个保通方案，提前摸排设置禁鸣、禁
行等各类临时交通标志标牌 570块，设置
临时停车位 8900余个，在 15个考点门前
道路采取单向通行等交通组织措施，做好
交通保障。针对乱停车、乱鸣笛等影响高
考的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共
拖移乱停放机动车 230辆，处罚乱鸣笛交
通违法行为89起。

考试期间，交警们根据交通流量情况，
对考点周边道路采取禁行、限行等临时性
交通管制措施。加强考点周边道路的巡逻
巡视，及时排除交通拥堵，查处影响通行的
乱停车等交通违法行为，快速处置突发交
通事故，确保道路畅通。

为方便考生，郑州一些考点门口还设
置了高考户籍便民服务站，高考期间，考生
如遇忘带、丢失身份证等情况，便民服务站
可以快速核实信息，并现场开具身份证明。

警用摩托车随时待命

每年高考期间，都会有忘带身份证、准
考证，走错考点的考生，今年，这样的小插
曲也在上演。

昨日 8：14，在郑州市三十一中考点门
口，一名考生急匆匆向正在执勤的五大队
交警弓振跑来，紧张又着急地说准考证遗
忘在入住的宾馆内了，希望交警提供帮
助。了解情况后，弓振立即骑上警用摩托
车载上该考生急速前往位于农业路天明路
的警苑宾馆取回准考证，8分钟后顺利返
回郑州市三十一中考点，该考生顺利进入
考场。

“我走错考场了！”8：46，正在郑州市
经济贸易学校高招考点执行护考任务的
交警一大队民警陈繁接到考生求助。“来，
带上头盔！上车，我带你去考点！”陈繁发
动警摩带着该考生向郑州市科技工业学
校驶去。10分钟后，该考生在开考前一刻
赶到郑州市科技工业学校考点，顺利进入
考场参加考试。

记者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省会每
个考点门前及周边都安排了 4～6名警力
执勤，2～3辆警用摩托车待命，如遇到考
生忘带准考证、身份证、走错考点或其他
突发状况，交警将立即用警用摩托车或警
用汽车将考生或家长快速送到目的地，尽
最大努力不耽误考生应试。高考首日，郑
州交警共援助家长及考生36人。

2021年河南高考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古人常以比喻说明对理想的追求，涉及基

础、方法、路径、目标及其关系等。如汉代扬雄
就曾以射箭为喻，他说：“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
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大意是，
只要不断加强修养，端正思想，并将“义”作为确
定的目标，再付诸行动，就能实现理想。

上述材料能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以启
示，请结合你对自身发展的思考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
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
息；不少于800字。

志愿者温馨
服务，护航高考
通讯员 石婷婷 摄

烈日下，翘首企
盼的家长
郑报全媒体记者

周甬 摄

老师送上拥抱，为考
生鼓劲加油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考场外的惦念牵肠挂肚

昨日 8：15，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考点
大门开启，候考学子开始通过“考生通道”
有序进场。

警戒线内，考生向身后的父母挥手道
别，昂首迈步；警戒线外，家长们拿出手机，
纷纷记录下孩子们这场特殊的人生大考。
目送着孩子们的身影在考场内渐渐消失，
满心惦念的家长们仍不肯离去，他们念叨
着，再等一会，再多等一会儿，至少等到孩
子顺利开考。

考场内，孩子们奋笔疾书，青春因梦想
因拼搏闪光；考场外，家长们牵肠挂肚，惦
念因牵挂而绵绵不绝。人群里，传来家长
们小声的低语。

“昨天晚上真是担心得睡不着，还不敢
乱翻身，就怕影响到孩子。”

“儿子不让我来送考，说是自己没问
题，可我真是不放心，一路偷偷跟来的。”

“希望孩子们别紧张啊，能发挥出正
常水平，我们也就满足了。”“我们今天两
口子分工，我负责接送，孩子妈妈守在家
里准备饭菜。”

…………
听着一句句同为父母的心声，更多的

家长感同身受，频频点头。时间一分一秒
地流逝，暑热蒸腾，家长们等待的身影依
然，期待一个好的“收成”。

志愿者暖心助考

昨日 6：00，在郑州一中高考考点外，虽
然距离高考首场考试开考还有近 3个小时，
郑州公交志愿服务队的“985”“211”高考服
务车已经静静停放，身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们
正在一旁紧张忙碌。

志愿服务台上，备用文具、藿香正气
水、遮阳伞、防疫口罩……各种考生或家长
有可能用得上的备考装备一应俱全，就连
桌边一大桶消暑解渴的绿豆汤也晾得恰到
好处。郑州公交公司现场志愿服务人员告
诉记者：“为高考保障提供服务，我们连着
做了 7 年了，已经很有‘经验’了。虽然考
场内也会给忘带口罩的考生准备有防疫口
罩，但是一旦考生大批进场时人流密集，再
临时领取口罩容易造成拥挤，所以我们提
前在场外为忘带的考生及时分发，防患于
未然。”

“陪考的家长们太辛苦了，这么热的天
气没有地方休息，今年我们专门购置了 50
把座椅……”昨日早上，在郑州一中考点，
郑州地铁集团建设第二党支部三实先锋
队、中铁隧道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地铁 10 号
线项目部联合设立了“爱心助考站”，近 30
名青年志愿者积极行动，搭建遮阳棚，将崭
新的座椅整齐摆放，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休
息服务区，同时还准备了绿豆汤、矿泉水、
藿香正气合剂、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用品。
鉴于防疫形势，还免费提供口罩、消毒液等
防护用品。

昨日上午，惠济区文明办组织 60 余名
志愿者，奔赴 7 个考点，搭建“爱心驿站”，
摆放饮用水、消暑药品、应急文具、医疗急
救用品等爱心物资，每个点位的志愿者还
协助维护考点周边秩序，保证考生入场通
道畅通。

昨日一大早，管城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组织的志愿者就来到郑州市第三中学考点，
开展“助力高考 为梦护航”志愿服务活动，志
愿者们把口罩、应急文具、扇子、矿泉水、绿豆
汤等物品整整齐齐摆放在桌子上。温馨的提
示语，励志鼓劲的红色加油条幅，穿梭在人群
中服务的红色志愿服务成为高考场外的一道
风景线。

工地静音护航高考

为确保高考期间给考生营造安静舒心
的应考氛围，昨日上午，郑州市建设安全监
督站组织执法人员对在建工地开展巡查，
以实际行动，全力护航高考。督查人员先
后前往惠济区绿都青云叙云霞苑项目、春
晓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汽车实训楼
项目巡查噪音污染管控情况。市建设安全
监督站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高考、中考期
间，郑州市建设安全监督站组织执法人员
对在建工地开展不间断巡查，一旦发现有
建筑工地违反规定施工的，将采取强制措
施予以停工，并根据情节轻重，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
和休息环境。

中原区建设路街道办事处多管齐下，
为高考保驾护航，为考生加油鼓劲。该街
道辖区共有两个考点，分别是郑州市第二
十四中学和郑州市第五十一中学。为给莘
莘学子营造宁静、安全、有序的复习考试和
休息环境，建设路街道环境攻坚办严格按
照市、区有关要求，在 6 月 6 日 22 时至 6 月
8 日 22 时，对辖区施工企业采取临时管控
措施。街道 6 个施工现场全部按下“静音
键”，停止施工作业，减少噪音干扰，确保考
生安心复习、安静休息、金榜题名。

民警“铁骑”护送考生及时赶到考场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