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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后考生、在校高中生、小学生同台竞技作文

穿越到 2035，对 TA 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樊雪婧 彭飞

核心提示｜你想给 2035 年 18 岁的 TA 写点儿什么？
看看郑州的学生们都说了哪些心里话。
昨天，2018 年河南高考作文题目出炉后，大河报·大河
客户端记者采访多名考生，请他们讲一讲自己的作文内容，
并邀请郑州市的小学生和高中生也来一试身手。

2018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河南卷）

理财·现场

材料作文：
写给未来 2035 年的 TA
阅读下面的材料，
根据要求写作。
2000 年 农历庚辰龙年，
人类迈进新千年，中国千万
“世纪宝宝”
出生。
2008 年 汶川大地震，
北京奥运会。
2013 年“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
“村村通”
接近完成；
“精准扶贫”开始推动。
2017 年 网民规模达 7.72 亿，
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
2018 年“世纪宝宝”一代长大成人。
……
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你们与新世纪的中国一路同行、成长，
和中国的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据此写一文
章，
想象它装进
“时光瓶”
留待 2035 年开启，
给那时 18 岁的一代人阅读。
要求：选好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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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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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亲爱的你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9）班 王栖桐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应该
已经 36 岁了，可能已经成家立业了，可
能眼角已经有淡淡的皱纹了，而你，正
值春光一样的 18 岁，世界的大门向你
打开，但面对广阔而又未知的未来，你
是否感到一丝迷茫和无措？别急，我
先带你看看我经历的 18 年。
2000 年，在这跨世纪的一年，千千
万万像我一样的世纪宝宝出生了，我
们见证着身边的许许多多。
2008 年，5 月 12 日，地动山摇，那
一场灾难令人终身难忘，无数坍塌破
坏形成的废墟使人触目惊心。但是我
们没有退缩，英勇的消防员冲在最前
面，不放过每块石头下的一线生机；来
自全国各地的捐款像雪花一般，祈福
的蜡烛点亮了漆黑的夜空。我们没有
畏惧，8 月份的北京奥运会盛大开幕，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感到了中国的热情
和开放，只有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经历
了多大的努力，才有这样的涅槃重生。

作文

2013 年，天宫一号这座巨大的空
中教室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太空
课堂，不仅让小朋友们领略了科学的
奥秘，也让世界知道中国的航天科技
已经走在前列。天上的天宫一号焕发
光彩，而地上，村民的脸上洋溢着笑
容。村村通实现了，他们可以从大山
低谷里走出，摆脱闭塞的生活，开始新
的生活。
2017 年，我们的互联网普及达到
最高。互联网给人们带来了信息、交
流、分享……同时，也伴生了欺骗、犯
罪和黑暗。我们抓住互联网带来的机
遇，同时也不畏它带来的挑战。互联
网+让它与更多领域结合，共同发展。
对于网上的违法行为立法规范、严查
严惩。
现在你明白了吗？在未来，你要
像 2008 年的中国一样，愈经磨砺愈顽
强；你要像 2013 年的中国一样，科技民
生两不误，做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你

要像 2017 年的中国一样，机遇和挑战
是共存的，要学会抓住机遇、不畏挑
战。其实，国家和个人是紧密相连的，
若国家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你我
就是树上一片片的叶子。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你要传承民族精神，肩负
历史使命，为国家做出贡献。
这就是现在 18 岁的我，想对未来
18 岁的你说的。
其实，这些话不仅是写给你的，也
是写给我的。那 18 年只是我见证的，
而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而今年，也
就是 2018 年，我 18 岁，2020 年预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 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这都是我在未来 18 年
要为之努力的。而 2035 年 18 岁的你，
面对的又是新的使命和挑战。就让我
们这一代又一代的人携起手来，像一
波又一波的潮水，推动中国的复兴与
发展。少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民族
兴！民族复兴，有他，
有我，
更有你！

●2035 年，一起太空旅行吧
“2035 年，太空旅行对你们来
说是家常便饭了吧，可你们或许不
知道，2013 年，航天员在‘天宫一
号’中进行太空授课时，我们觉得
多么神奇，同学们围着电视机看。”
郑州九中考点的考生孙同学说，
2035 年与今天相比可能发生巨大
变化。
“ 现在中国的科技和互联网
越来越发达，2017 年网民规模已
经有 7.72 亿了，到 2035 年，中国的
科技肯定会更强，太空旅行不成问
题。”

●讲述中国精神
“很幸运，高考前我们老师刚
讲过中国精神，我们也看了相关
材料，在作文中用到了。”昨天，在
郑州九中考点，走出考场的两名
同班女生兴奋地说，阅读材料是
从 2000 年到 2035 年中国的大事，
其实反映的就是中国精神，比如，
汶川大地震虽然是一场灾难，但
也反映了中国人“不服输”
“ 打不
倒”的精神。其中一名女生说，她
在作文里引用了天文学家南仁东
的事迹，通过讲述南仁东为“中国
天眼”鞠躬尽瘁，告诉 2035 年的
青年人要刻苦钻研，为祖国做贡
献。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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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时代标签
□郑州高新区外国语小学五（1）班 王刘卓尔
很高兴你成为我的读者！当你看
到我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应该已经 28
岁了！
现在，2018 年的中国有着诸多令
世人瞩目的成就：高铁技术走向成熟，
中国高铁的订单络绎不绝。早上在武
汉吃豆皮，中午到成都吃烧烤已不是
梦想；高铁上，连站立的硬币都不舍得
躺下，
想好好享受这舒适的旅程呢！
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流行移动支
付，不过这种支付方式在 2018 年的中
国可是极为盛行：坐公交可以刷手机，

00 后考生：
中国精神
太空旅行
成热词

连卖西瓜的大爷都在瓜车上贴着移动
支付的二维码！现在我们出门，可以
不带钱，但绝不能不带手机！对啦，连
我们的邻国都开始适应移动支付的生
活方式了呢，看，这就是我们国家的软
实力！
共享单车无疑方便了我们的生
活，什么时候想用车，扫一扫，立马骑
走。据说共享单车在伦敦试运行时，
受到众多伦敦市民点赞。不过，我们
现在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情况还是有
待改善的，你们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

题吧？
然而，自然灾难也难以避免。汶
川大地震是虽是一次苦难，但它让我
们看到举国上下齐心协力，看到中华
儿女众志成城。我想，我是幸运的，也
是幸福的！
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的时代已
成过去。时代成为我的印记同我一同
成长。18 岁的年轻人，你们的时代一
定更加炫目，
活出你的精彩！
2035，
我们一起加油！
指导老师 董爽

郑州九中考点的安同学对记
者说，看到高考作文题后，她第一
感觉是“太新了，跟平时练习的不
太一样”，但主旨并不难把握。材
料中提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
遇和机缘、使命和挑战”，安同学
正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她在作
文里拿共享经济和互联网支付为
例说：
“我们这一代的际遇是中国
互联网的发展，2035 年后，中国
已经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肯定会有更多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