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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7日讯 今年，我
省共有高考考生41.08万人，
较上年增加0.92万人。 除保
送生、 高职院校单独招生等
已提前录取的考生外， 实际
参考考生35.15万人。14个市
州设有122个考区、254个考
点、1.24万间考室，考务工作人
员近5万人。

“对于我们来讲， 一个差
错可能是四十一万分之一，但
是对于考生来说是百分之百。”
考前的6月5日下午， 省教育厅
厅长、党组书记、省委教育工委
书记肖国安专程前往湖南省国

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与
14个市州教育局局长、考试院
院长视频对话， 督查各地考前
准备工作， 一一叮嘱各地要做
好预案， 确保高考平安顺利。6
月5日晚，肖国安还抽查了多地
保密室值班情况。

目前，省教育厅全体厅委
领导带队的巡视组，正分别对
14个市州组考工作进行巡视
督考， 省级督考员定点督考，
暗访组在开展“暗访”，督促各
地严格落实各项制度和措施，
确保圆满完成今年高考各项
任务。 ■记者 黄京 贺卫玲

今年的作文题可以说是
任务驱动式作文的3.0版，体
现了“反套防抄”的命题意识。

本作文题聚焦“中国”，采
用十二个关键词来整体表述
中国、宏观介绍中国，这些关
键词构成了中国符号、中国名
片、中国形象，以世界的视野
关注中国，从中国的立场走向
世界。很好地引导考生关注社
会、紧跟时代，有利于引导正
确的价值观的形成。

作文命题语料很鲜活，用
语很简洁， 力扫陈旧之气，也
摒弃了虚幻的诗意描述。

此作文题并不如坊间传
说的那么好写，个人倒是觉得
写作难度不小。习惯了那种诗
意表述的考生一下子很难转
过弯，很容易“凌空蹈虚”。从
任务指令看，十二个关键词源
于“来华留学生”对中国的“关
注”， 考生通过这十二个关键
词描述自己对中国的“认识”。
写作的主体任务是帮助外国
青年“读懂”中国，既然是“读
懂”，就不能是“一鳞半爪”，至
少应该做到“窥一斑而知全
豹”， 意味着所选择的关键词
具有典型性，能从某个方面代
表中国。

考生可以从中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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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京 贺卫玲 整理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据
省教育考试院院长詹小平介
绍， 目前湖南三个高考评卷点
的相关准备已就绪，6月12日开
始评卷，6月26日向社会公布高
考成绩。招生录取工作将从7月
8日开始，8月20日结束。

根据湖南省2017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安排，考生
高考答卷的评阅由省教育考
试院统一组织实施。高考各类
考试（含全国统考、职高对口

招生考试）各科答卷评阅均采
取计算机网上评阅方式。高考
志愿按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
前批、本科一批、本科二批、本
科三批、专科提前批、高职专
科批，另设“单科优秀考生”志
愿和“贫困专项计划”志愿。6
月26日起，考生可通过考生子
系统Web版填报志愿信息，考
生子系统Web版登录网址为
http://www.hneao.cn/ks。

■记者 左丹 贺威

一、命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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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关键
词中选取两三个，“有机关联”，呈
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帮助外国
青年“读懂”中国。这样的考题让
人眼前一亮。

从素材选取来看， 文题既紧
扣时代脉搏又彰显传统精神。不
避热点，不怕猜题；不走偏锋，大
气敞亮，有国考气象。

从命题形式来看， 既承袭了
有明确写作任务的新材料作文的
传统， 又打破了单一任务驱动的
僵局。让学生有话可说，有话可以
说得漂亮。

二、写作指导

1.表达方式：外交理念中的
东方智慧

预设对象： 向外国青年讲中
国故事， 你所面对的是一个人还
是一群人？

预设问题：是有备而来，亮出
你最熟悉的中国；还是有的放矢，
廓清外国友人的迷雾？

选择方式： 是你一个人侃侃
而谈， 还是与某一个或某一类外
国青年对话， 双方在交流中明晰
中国？是娓娓道来还是慷慨陈词？
是感性叙说还是理性思辨？ 优秀
的文章应该有针对性地面对预设
的读者写作， 寻求共识并注意话
语策略。

2.审题立意：纵横体系中的

大国气象
综观十二个词语，纵通今古，

横贯中西，将“中国”置于时空纵
横坐标中来观察、考量，既显示文
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同
时不回避发展中的矛盾、 潜在的
危机、阵痛中的嬗变。

这些关键词搭配组合的自由
度很大。传统与现代对照：京剧国
粹之小众文化与广场舞之市民文
化；中华美食与食品安全，美丽乡
村与空气污染；由共享单车、广场
舞引发的关于现代文明与国人素
质的追问；借空气污染、食品安全
论述过度追求GDP带来的危害以
及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这“五大发展理念”的呼唤……

3.写作理念：少年视域中的
理性精神

毋庸置疑，我们所认识的中国
并非尽善尽美， 并非全面发展。如
何向外国友人传达，也同样体现了
我们的文明素养和理性精神。

无可否认，空气污染、食品安
全问题相当严峻； 美丽乡村也许
正在沦陷，留守儿童与它相伴，现
代文明的发展也给传统文明带
来破坏……我想，既有“帮助外
国友人读懂” 中国的立足点，则
不宜反弹琵琶，一味批判。须知，
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点到面，
以发展的眼光、辩证的思维解读
中国，更能彰显考生的理性与文
明；同时，考生的视角与视域也
正代表了中国形象，在为中华优
秀文化自豪的同时，我们还应思
考在民族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
步中承担应有的责任。

■记者 贺卫玲 黄京 整理

全省35.15万考生122个考区同时开考 乌兰巡视组考工作时要求

全力以赴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
本报6月7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副书记乌兰巡视高考
组考工作时指出， 要按照省
委、省政府对高考工作提出的
“保平安、保质量、保公平”和
“零差错、零事故”目标要求，
提高政治站位， 强化政治责
任，以更加严格的措施、更加
过硬的手段，全力以赴确保高
考安全平稳有序。副省长向力
力参加巡考。

今年我省共有高考考生
41.08万人, 除已提前录取的
考生外，实际参考35.15万人。
来到省教育考试院， 乌兰、向
力力通过省国家教育考试考
务指挥平台巡查全省高考工
作情况，并听取省教育考试院
关于我省高考组考工作的汇
报。随后，乌兰又走进湖南师
大附中电子监控室查看考场。

乌兰、 向力力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辛勤工作在考务一
线的同志们表示问候和感谢。
乌兰指出，高考牵涉到千家万
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一个
考生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教
育公平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各
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 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
的态度和作风，尽职尽责做好
高考组考工作。要强化督促检
查，把责任真正落实到每个环

节、每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乌兰要求，要把高考安全

稳定工作作为当前教育领域
压倒一切的工作来抓，完善和
落实好各项工作预案，配备好
安保力量，有效防范和及时处
置好各类突发情况。特别是要
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全面落实
防汛保考责任，确保考试正常
进行、考生平安，努力再创“平
安高考”。 要进一步净化考试
环境，保持对涉考违法犯罪行
为高压打击态势，努力维护诚
信公平的考试生态，让考生安
心、社会满意。要坚持公平公
正，善始善终做好评卷录取等
工作，让更多的考生通过高考
实现求学愿望，为成为有用之
才打下基础。各级教育部门要
继续抓好基础教育工作，为国
家人才培养作出应有贡献。

向力力指出，要始终如一
抓好考试后续工作，严把质量
关规范完善招生录取机制，深
入实施阳光招生，切实维护招
生纪律。要以最严的措施打击
各种破坏考试招生公平的行
为，切实维护高考制度的严肃
性、权威性和公信力。要继续
做好保障服务工作，努力向党
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记者 贺威 贺卫玲 黄京
实习生罗佳玉 通讯员阳锡叶

巡视组赴14个市州督考暗访

6月26日，高考成绩揭晓

让世界读懂你的中国
张曲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语文教师、“青春悦读”课题组主持人

全新的感受
大胆的探索
周玉龙 长沙市一中语文
教研组组长

2017年全国卷1作文题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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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上午，长沙市一中考点，送考老师身着红色衣服拥抱考生，为他们鼓劲加油。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