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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高考作文命题中值得关注六大特点
上师大康城实验学校 高级教师 程立海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作文写作旨在引导学生观察生活，写出真情实感，学会多
元视野关注社会，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和体验。作文题目理解不设障碍，立意明朗健
康、积极向上；
具有开放的选材构思空间，
易于让考生灵活取材，创意构想；方便打破立
意的局限，利于考生发散思维；
不限文体，
能使考生各显所长，尽情发挥。
从近几年高考考场文题来看，
高考作文正体现了
“课标”精神，以下几个方面共有
的特点值得我们2017年备考的师生高度关注：
（一）显著的人本性。就是作文
题几乎没有审题、理解上的障碍，考

轻而易举的，要想打动人、得高分，必
须写自己最熟悉、与自己关系最密

（五）寓意的深刻性。这主要是
指有的作文题含有引申、比喻、象征

到感动后是如何“出发”的。所谓的
出发就是有了行动，并且，这样的行

生都有话可写，有事可叙。这也正体
现了“减负”的课改理念。考题一目了

切、最有意义的人。如老师、同学、父
母、兄弟、朋友等等。可以选择几件

的意义，考生一定要仔细审视，不可
仅从字面上就事论事，
否则会差之毫

动是受到感动以后自觉的行为，而不
是外力作用的结果。所以说， 感动之

然，似曾相识，直白、简洁、
明了，基本
不需要考生冥思苦想、绞尽脑汁地审
题，这就为考生节省了审题时间，降

具体的事情，
也可以设置一些特别的
生活情景，在“他们”与自己的观照

厘，
谬之千里。

后该做什么，如何做是重点记述的内
容。
四川的《坚强 》，与之前的全国

低了写作难度，为考生“独特地选
材、
自主地表达、
个性化地立意”提供
了驰骋的写作空间。
（广东）、
“评价
如“与你为邻”
（上海）、
“好奇心”
（江
他人的生活”
“奖惩之后”
（全国）等，都很直
苏）、
白、简洁、
明了。

中，写出你的体验与感悟来。
江苏的《好奇心》，就是说明“好
奇心”与“成功、失败、质疑、
平庸等
等”之间的关系。浙江的《触摸城市

以 山 东 的《 春 来 草自青 》为
例 ，就 要 抓 住 其 中 的 三 个 关 键
词：春，草，青。春是先决条件和原因
基础，
青是结果和呈现。而“自”字却

与感受乡村》，实际上就是在城市与

不可忽视，因为“自”就是自动，自然
而然，水到渠成，没有条件和要求，无

乡村的对比与关联中亮出考生的理
解和感受。

需人为的力量和因素。
写作 本题，若能紧 扣“ 春 ”与
“ 青”的关 系来写，就成 功了一大

卷和其他省、市的《坚韧，我追求的
《战胜脆弱》与《面对挫折（坎
品格》
坷、不幸、磨难）》等题目异曲同工，关
。
键是怎么样让阅卷老师“心动”
湖北的《举手投足之间》，也是
屡见不鲜的题目。但又与以往不同，这
个作文题重在引导考生关注人的
现实生活与细微举动，从而见微知

（二）强烈的时代性。低碳、环
保、绿色、科技、创新等是当今倡导
的工作、生活的理念与方式。

（四）视角的多样性。也就是
说，可供考生选材、立意的视角是丰

，既可以理解为自然
半。这里的“春”
界的春天，更应该领会为适宜的环

富、多样的，见仁见智的，只要考生平
时注意观察、积累和思考，知道的事

境、大好的机遇、
有利的条件、恰当的
时机……而“草”也不是了无生气的

2 0 1 6 年 北 京 的《 神 奇 的 书
签》，以及江苏考过的《绿色生活》

情多，阅读面广，就一定会有英雄用
武之地的。

枯枝败叶，
它必须要有草的属性、活
力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走向“自

等高考文题就“即时”地予以呈现。
还 有 广 东 卷《 不 要 轻 易 说

面对《 坚强 》，四川的抗震救
灾、湖南的抗击雪灾和运动员为了

。
青”

‘不’》；江西卷曾以洞庭鼠害为背景
材料；重庆的《生活在自然中》；浙江

能够在北京奥运会上摘金夺银的不
畏艰辛、失去亲人的孤儿自强不息

欲，勿施于人”和“己所欲，施于人”这

想获得高（满）分，总的要求是：要

的《触摸城市与感受乡村》；辽宁的
《交通灯的故事》；
宁夏、海南的《我

等，都可以说是坚强的表现。
全国Ⅱ卷的《海龟和老鹰》，意在

个中国人大都认同的基本伦理规范
和待人处世方法的道理，进而思考为

紧扣时代脉搏，反映积极的思想主

和小鸟》等，无不在引导考生去关注
现实问题，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促

说明人的动机和结果有时可能不一
致。即有些人是抱着好心去帮助别

什么“人们往往好心办坏事？”的命
题，还有湖南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

次、详 略等问题；写作视角的多样

使考生承担责任、正视现实、面向
生活、回归心灵、关注社会、思考人
生，
使考生把作文与做人有机结合在

人，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比如我们去
救助贫困的学生，却把他们不幸的遭
遇和信息无意中公开了，以致对他们

，同样如此。
色遥看近却无”
2 010 年 浙江的“角色转化 之

一起。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北京的《 杯子满了吗？》，给人

（三）对象的关联性。考察近年
的作文题，写作对象的关联性特点
非常突出。天津的《人之常情》，就
是要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
，就是让考生发
感。所谓“人之常情”
表自己对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感
情的观点与看法。当然，如果将这个
题目运用发散思维反过来写，即反常
情的写作，一般人该怎么样的时候他
偏偏不这样，也是可以的，并且容易
出彩。
但要写好这个作文也不是那么

再如全国Ⅱ卷《海龟·老鹰·好心
人》，这实际上是让考生明白“己所不

间”、辽宁的“舍与得”等也是这样的
文题。

著，窥斑见豹。可写身边普通人的一
举一动，也可写伟人、名人的一言一
行；可写个人的生活细节，也可写集
体甚至一个民族的行为。

【小结】
纵 观 这 几 年高考作文 题，要

题；厘清作文对象相互间的关系、主
性，运用发散思维，
多层次、
多角度思
考问题；
关注文题的象征、比喻等意
义，透过表象，开掘出本质的、深层
的意义；
常见的“旧题”要能够翻出新
意来，
等。
一 句话，高 考 作文 要 想 得 高

很多联想的空间。大致有以下几种
看法：这是一个有关生命的极限问

（六）
“再现”的新颖性。一些曾
经考过的陈题、旧题现又“再现”在

题。做事情的先后顺序问题。抓大放
小的问题。工作中、生活中、人生中重

高考考卷上，这就要考生能够与时
俱进，运用当今的新人新事，表现出

卷老师一点思想，一点启发，一点

要大的事情要优先办好。还有关注
有价值的东西；学会迁移；修炼无止

新主题，给人以新颖的感动。
如安徽的《带着感动出发》，就

说，
一篇作文必须超过阅卷老师——

境；发展是绝对的，
等。
总之，本题旨在引导考生在认识
和处理事情时，如何正确处理大与
小、重与轻、缓与急、有限与无限……
的矛盾和冲突，以提高自己实际处世
做事的能力。

分，必须给人一些东西，不能如白开
水似的没有一点“味道”，总得给阅
知识，一点预热，一点美感，换句话
全面超越很难，但是在某一领域超

不曾一次地考过，但时过境迁，以前

越，
比如选材、立意、谋篇、形式、语言

的考生所写的感动就与现在的有所
区别，出发的目标也可能有一定的不

等方面，比如在每个考生所写的自己
熟悉的、经历的生活这个领域中，是

同。

完全能够超过阅卷老师的，因为，你

对于这个文题，考生首先一定要
明白是什么让人感动，更重要的是受

写的东西是你的“专利”，是独一无二
的，不但可能，
而且是必须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