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
是古代士人的星空；“爱国进步，民主科
学”，这是近代青年的呐喊。他们或孜孜不
倦，或拼死抗争，点燃了万古明灯。新时代
的我们，更应以坚定的底气、蓬勃的朝气
和永恒的信仰，观沧海浪涌，望昆仑云起。

四季风雨，错落山河，都是我的人间
色彩。

“修身以为弓。”漫漫长路，培育个人
修养是我们启程的基础装备。冰心曾说，

“愿你的生命中有足够多的云翳，来造一
个美丽的黄昏。”不曾培育过云翳，焉得理
想花开之日的霞光。在世间灿烂多姿的黄
昏下，我们看见黄鹤楼重建工程总设计师
向欣然奔波于各大学校请教的身影；我们
看见赫希曼为寻求“变革为何”的问题而
辗转多国的旅程；我们还看见华为努力攻
克半导体芯片的血汗脚印……没有他们
在风吹日晒中打磨出的个人华彩，今日我
们哪能看到他们熠熠闪光。

初心不改，静待花开，都是我的旅途
星光。

“矫思以为矢。”物欲横流的社会中，
写在纸上的梦想，似乎开始和我们的初心
越来越远。成为富豪、想做网红之类的梦
想越来越多，横杠青年在社会中层出不
穷，一受打击就成咸鱼的佛系甚嚣尘上。

我们面对着这样一张张答案不禁追问：我
们该如何去保护那份理想的纯粹？去成为
韦东奕吧，怀着他那份专注与淡泊开拓人
生；去成为《屠夫十字镇》中的威尔吧，以
追寻的心态体悟成长；成为大眼睛女孩苏
明娟吧，用多年未变的初心回馈社会。愈
是纸醉金迷，我们愈应树立正确的理想
观，不忘征程初心，静待花开一日。

万里长城，咆哮黄河，都是我的生命
信仰。

“立义以为的。”理想之义，是民族担
当，是国家大任。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
张书嘉的非遗传承梦，雪域苍原的清澈
的爱，在我们每一个挑灯夜战与奋笔疾
书的日子中，在我们每一个倒数日期与
争分夺秒的日子中，激励着我们不断向
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唯有我们
将个人浪花融入时代翻滚的海潮中，才
能让阳光下的海浪愈发闪亮。国家的希
望在于青年，我们唯有心怀国之大者，才
可以立于时代潮头，不负韶华时光。

苏格拉底曾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莫过于为梦想而奋斗”。高三的我们追寻
着理想的星光，脚踏实地，成为了一个个
追梦人。在未来的路上，我们要坚信最初
的向往，矢志不渝地追逐梦想，最终抵达
梦想的天堂，与时代共进，与芳华齐飞。

部分高考作文题汇总

全国新高考Ⅱ卷

试题内容：阅读下面的材
料，根据要求写作。

请整体把握漫画的内容和
寓意写一篇文章，反映你的认识
与评价、鉴别与取舍，体现新时
代青年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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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谭萍

何谓“理想”？不同于“梦想”、“空
想”，理想是指有实现可能性的、对未来社
会和自身发展的向往和追求，故而汉代扬
雄以箭比理想，箭发必中，理想可成。作
为时代青年，我们勇立发展潮头，唯有铸
理想之箭，发至万里苍穹，方能推自身发
展之波涛，融时代涌进之大浪。

修身、矫思以为弓、矢，修养与思想乃
理想之基石。打好修身的弓，才可稳箭
身：修养不只体现在物质水平、学识渊博，
更体现在人品、道德素养。许衡义不摘
梨，以“世心无主，我心有主”作为人生理
想信条，及其殁，后人在墓侧植一梨园。
梨园硕果压枝而无人私取。端正思想的
矢，才能利箭向：正确的思想对正确的理
想起到决定性作用，汉奸汪精卫，不可谓
不是一大民国才子，然而思想的滑坡、对
个人牺牲主义的强烈迷失，最终造成他理
想定位的偏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发出
感叹“卿本佳人，何故做贼?”令人扼腕叹
息。因此，加强修养、端正思想为铸理想
之箭的基础。

立义以为的，明理想之方向。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千千万万的理想，并
无高下之分，然必以“义”字为的。“义”字
并不狭窄，报国之志、奉献社会、不负韶
华，都可称作“义”，重要的是将义字铭记
于心，铭刻于箭的，有的放矢。“面壁十年
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周总理为中华
崛起而读书，几十年如一日，见证自己的

理想之箭一步步逼向“义”之的；袁隆平院
士以一生奉献稻田，见证“禾下乘凉梦”，
诠释生命之大义。他们的理想，立义以为
的，不负一生。

奠而后发，发必中矣，付诸行动，发万
里苍穹。日本花样滑冰选手羽生结弦，冰
场上无数次跌倒，又无数次站起，纵然身
上伤痕累累，但是内心永不言弃。“曾经有
许多艰辛之事，但没有不拂晓的夜晚！”弓
矢的皆备，该历练的，还有拉弓射箭入万
里长空的身心之力。我志在为中国古诗
词文化传播作出贡献，并为此理想不懈奋
斗。从课堂上念好每一本书、做好每一道
题，为进入理想学府学习古诗词专业奠
基，到课下广泛阅读古诗词，观看《中国诗
词大会》等节目丰盈自身，都是我切实的
行动。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叶嘉莹女士是
我努力的方向，“转蓬万里，情牵华夏。续
易安灯火，得唐宋薪传。继静安绝学，贯
中西文脉。”从此刻努力，理想终将在我脚
下。

铸理想之箭，必尽心力打磨弓矢、砺
心智以义为的。有的放矢，奠而后发，发
必至万里苍穹、呼啸而前！

铸理想之箭，发万里苍穹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2）班 陈金歌

浮舟不惧沧海，立马笑傲昆仑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2）班 徐自牧

全国甲卷

试题内容：中国共产党走过
百年历程。在党团结带领人民
进行的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
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已经
深深融入我们的血脉和灵魂。
我们过的节日如“五四”“七一”

“八一”“十一”，我们唱的歌曲如
《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我们读的作品如
《为人民服务》《沁园春·雪》《荷
花淀》《红岩》，我们景仰的革命
烈士如李大钊、夏明翰、方志敏、

杨靖宇，我们学习的榜样如雷
锋、焦裕禄、钱学森、黄大年，等
等，都给予我们精神的滋养和激
励。我们心中有阳光，我们脚下
有力量。我们的未来将融汇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
们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
……

请结合材料，以“可为与有
为”为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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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乙卷

试题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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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新高考Ⅰ卷

试题内容：阅读下面的材
料，根据要求写作。

1917年 4月，毛泽东在《新
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
其中论及“体育之效”时指出：
人的身体会天天变化。目不明
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生而
强者如果滥用其强，即使是至
强者，最终也许会转为至弱；而
弱者如果勤自锻炼，增益其所

不能，久之也会变而为强。因
此，“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
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
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
可知也”。

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义。
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
你的感悟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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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些高二学生挑战看这些高二学生挑战今年高考作文今年高考作文

修身、矫思 浮舟不惧沧海
写得咋样？

你看

2021年

扫码看更
多高二学生挑
战高考作文

如果你是今年的一名高考生，看到河南的高考作文题
目，你会怎么写？来自郑州外国语学校的高二学生进行了
“挑战”，看看这些“高考作文”写得怎么样？

（唐光雨漫画作品，有改动）

[注]描红:用毛笔蘸墨在红
模子上描着写字。

季
枫

合
成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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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高考作文应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
题目不偏不难，突出情境，注重能力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谭萍

咋能拿高分？
来看名师怎么说！

每年高考语文试题都是大家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作文题
目。今年河南高考语文使用的是2021年高考语文全国乙卷。
作文题目出得怎么样？想拿高分有什么样的诀窍？大河报记
者请来名师为您一一点评。

一、把握时代精神，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审题难度不大，命题内容上凸显
传统文化，试题的核心在强调加强修
养，端正思想，将“义”作为确定的目
标。所选试题材料，难度不大。命题充
分发挥传统文化的浸润功能，利用重

“义”的传统文化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命题有利于引导学生提升道德品质、
厚植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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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修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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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寓理于事，以“弓矢的”设喻，
考生有话可说。

命题人引用扬雄的小故事，以“弓
矢的”设喻，形象生动，考生易于理解。
命题者没有难为考生，直接解读了故
事，即不断加强修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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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题难度不大，考生均有
话可说。

三、切合学生特点，引导思考发展
方向。

题目中还特别强调“请结合你对
自身发展的思考写一篇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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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回归传统文章形式，淡化了任
务驱动要求。

题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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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回
归传统文章形式，淡化了任务驱动型，
贴近生活。考生可以不用刻意强调发
言稿、演讲稿等应用文章格式，只需关
注内容即可。

五、难度不大，仍要在发展等级上
多挖掘。

题目不难，但写好不易，需要紧扣
“加强修养，端正思想，将‘义’作为确定
的目标来追求理想”等关键词句来写，
选择自己擅长的角度来写。作文立意是
否深刻，情感是否真挚感人，材料是否
准确丰富，结构是否明晰，语言是否有
文采，这些需要下一番真功夫。在确保
审题准确的前提下，作文要想得高分，
必须在发展等级上至少占一条优势。

总之，2021年高考全国乙卷作文
回归材料作文传统，注重挖掘传统文
化，引导考生思考自我发展，重视理想
信念，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理想，是一道
不错的考题。

“贯彻立德树人，实现铸魂育人”，
对于今年河南的高考作文题目，刘春
雷给出这样的评价。基于高中语文教
学与考核的“一核”“四层”“四翼”理念，
充分体现了高考语文“立德树人”“增强
文化自信”的考查宗旨。体现了高考作
文应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

在审题、立意方面不给考生设置
过多障碍，虽然在材料的选择上，选取
有一定难度的史料，但用现代文补充
了意旨，即以射箭为喻，形象地论述了
实现理想的方法，即以“义”为根本目
标，以“实践”为根本途径。不仅没有增
加阅读难度，反而直白地给出了正确
的立意，充分体现了对考生的人文关
怀。

从写作层面来讲，学生只要认真
读懂材料，了解“义”的含义——合乎
正义的行为和事情、合理的主张和思
想。汉语中含“义”的词语和名言俯拾皆
是。例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仗义
执言”“舍身取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再结合写作要求“追求理想的
当代青年”“结合你对自身发展的思
考”，就能跳出个人小我的局限，写出磅
礴大气、充满正气，又紧接地气的有大
格局、大境界的文章来。

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学生首先
要做到“古今贯通”“有理有据”。诸如杜
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
负；岳飞“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的以身
许国；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的铮铮誓言；中国共产党“为人类求
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
崇高理想；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古
今中外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其次，要做到贴合时代、结合自
身。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点上，思考作为时代青年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树立什么
样的理想信念，又应该如何实现！

总之，今年高考作文题“彰显大国
精神、突出文化自信、关注传统文化、体
现以人为本、贯彻立德树人”“最终实现
铸魂育人”。

“立德树人，突出情境，注重能
力。”尧建兴这样评价今年的高考作
文。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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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没有直接考查“建党百年”“脱贫攻
坚”“抗美援朝”“中美关系”等热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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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话
可说。

首先，体现了“立德树人”的特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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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都在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理
想，树立远大志向。而且，连续三年河
南高考作文都体现了“古今融通”的
特点，引导学生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
量，养成优秀品格，厚植家国情怀，实
现远大理想。

其次，体现了高考作文的“情境
意识”和“任务要求”。尽管今年的高
考作文没有往年“演讲稿”“发言稿”

“书信”等文体设置，但是依然设置了
“给追求理想的当代青年”“结合自身
发展的思考”等情境意识，引导学生
将“宏大主题”“抽象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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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体现了“注重能力”的特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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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的“劳动观”到
2020年的“历史人物评价”，再到今年
的作文题目，都体现了高考对于学生
思维品质较高的要求。“理想”的内涵
是什么？站在“当代青年”的立场，应
该怎样理解“加强修养”“端正思想”

“确立目标”“付诸行动”的内涵？体现
了高考作文面对熟悉的抽象话题，对
学生思辨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多角
度思考、多元化理解的能力考查。

总之，今年的高考作文，让考生
没有陌生感，不感到突兀，很熟悉，有
话说。

老
师
点
评

落实“立德树人”，凸显传统文化

点评名师：张定勇（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语文组
长、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张云佳（河南省实验中学高
三语文备课组长、省名师、省优质课一等奖获得者）

题目不偏不难，突出情境，注重能力

点评名师：
尧建兴（郑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研组长）

体现了高考作文应有的开放性和创新性

点评名师：
刘春雷（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语文教研组长）

作
文

季
枫

制
图
合
成

季
枫

合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