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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浩麟
本报通讯员 李宇翔 蒋瑞东

暴雨蓝色预警！
6月 5日晚，一场突如其来的暴

雨“袭击”了兰考县，暴雨伴随大风，
全县受损房屋 294 间，受灾农作物
14.71万亩，农产品大棚受损 890座，
畜牧养殖大棚受损77座……

灾情，就是命令！
“灾害严重，请各包乡领导立即

到位，调集资源，抢险救灾！”记者看
到，在兰考“拼搏创新”微信群里，6日
零点时分，开封市委常委、兰考县委
书记蔡松涛发出救援指令。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
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
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
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
候。”50多年前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
禄，为兰考的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救灾的
“冲锋号”迅速吹响。

6日凌晨 0：53，“拼搏创新”微信
群里发布了一张会议照片——“凌
晨，县长李明俊下乡查看灾情后，立

即召集相关部门部署查灾、核灾、救
灾、防灾工作。”早晨 7：03，“全县各
级党员干部，到救灾一线去，到生产
一线去！”李明俊在微信群里号召。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
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县供电公司
迅速抢修线路，水利部门疏浚河道，
中原农险核实灾情为群众迅速开展
理赔工作……各方支援，力求将群众
损失降到最低。

一幅幅帮扶救灾的感人画面在
兰考大地呈现。6日下午 3：17，仪封
乡乡长郭芳在兰考“拼搏创新”微信
群里写道：“十分感谢县武装部、县应
急局、惠安办派来的民兵连，为仪封
乡群众营救成品鸭 1.1 万只，挽回经
济损失近26万元。”

不忘初心，困难时刻显担当；牢
记使命，为民服务解难题。截至记者
6日 21：00发稿时，兰考全县党员干
部仍然奋战在基层一线，组织带领群
众科学应对灾情。

“天刚亮，各种救灾小组队员就
蹚着积水来到我们村。”葡萄架乡杜
寨村村民程广震说，“党员干部真是
我们百姓的‘主心骨’啊！”③4

□本报记者 史晓琪

6月 7日，高考第一天，恰逢端午
节。

考场内，经过十年磨砺的莘莘学
子奋笔疾书、接受检验；考场外，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考务人员、志愿者都放
弃了休息，全力投入高考的组织管理、
保障服务工作。此外，还有免费送考
生赶考的出租车司机、专门为考生送
去粽子的热心人……

一年一度的高考，绝不是考生一
个人在奋斗。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支
持、关爱，齐心协力呵护青春梦想，一
起擦亮我省“和谐高考”“平安高考”

“人文高考”“诚信高考”“公平高考”的
品牌。

在省招委部门联合值班室，省委
宣传部、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省工信
厅、省国家保密局、省招办、省网信办
等多个部门联合集中办公，考试期间
一旦出现问题，立即由相关部门直接
向全省下达指令。

在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考点，一
名受伤拄着双拐的考生一出现，警察
就赶紧迎上去搀扶他入场；一名考生
跑错了考点，交警急忙驾驶摩托车把他
送去正确的考点；不少爱心志愿者，早
早就为考生家长备好了凳子和矿泉水。

考场外，专门配备的无线电监测
车格外引人注目，它是威力巨大的“巡
考员”，对考场周围所有在用的无
线设备实现全覆盖，一旦发现
可疑信号，一方面进行测向定
位，另一方面阻断外界信
号，防止出现高科技作弊
现象。

天气炎热，全省各个
考点都配有医务车，医务
人员带着各种急救设备、

药品、物品全天候
“蹲点”。医务车就像
一个移动的小医院，感
冒药、清热解毒口服液、
跌打损伤药等常备药都
有。如果出现突发情况，
医务人员将第一时间派车
把考生送到医院。

交警部门也在考点附近
加派警力疏导交通，同时增派
骑警骑摩托车加强流动巡逻，随
时为考生提供服务。

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是“不辛苦，能为孩子们出点力、
为高考出点力很高兴”。是的，河南
高考的出彩答卷里，有你们的功
劳！③8

不忘初心，困难时刻显担当

今年河南（全国卷 I卷）的作文
题是“写一篇倡议热爱劳动的演讲
稿”。6月 7日，我省语文名师为考生
和家长进行了解析。

“聚焦三个方面，应该能写出一
篇不错的作文。”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
语文教师张云佳说，一是回归传统。
这篇作文要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强
调劳动这一美德在新时代仍然需要传
承和发扬。二是贴近生活，树立正确
观念。考生可通过批评三种错误认
识，来辨析劳动与学习、劳动与科技发
展、劳动与自我及他人的关系。三是
要关注题目细节，符合任务要求。作
文首先要符合演讲稿的格式要求，此
外可以通过反问、排比等修辞手法增
强感染力和说服力。

郑州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侯巍说，

高考作文考查高中生“劳动意识”，直接
聚焦于核心素养，凸显了立德树人。一
个时期以来，劳动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被
置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存在劳动教育在
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
会中被淡化的现象，这篇作文倡议“热
爱劳动，从我做起”，不仅特别贴近高中
生生活实际，不至于无话可说，而且特
别有意义，凸显了高考作文偏重解决实
际问题的导向。

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语文教师王
改玲建议，考生可基于三个层面思考

“热爱劳动，从我做起”是什么、为什么、
怎么办，平时常提的“实干、奋斗、担当、
创新”等话题都与“劳动”息息相关，红旗
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愚公移山精神、“两
弹一星”精神等都是较好的素材。③3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全国卷Ⅰ卷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动是财富的源
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夙兴夜寐，洒扫庭内”，
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绵延至今。
可是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同学不理解劳动，
不愿意劳动。有的说：“我们学习这么忙，劳动
太占时间了！”有的说：“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
的事，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也有的说：“劳动这么苦，这么累，干吗非得自己干？花点
钱让别人去做好了！”此外，我们身边也还有着
一些不尊重劳动的现象。

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请结合材料内容，面向本校（统称“复兴中

学”）同学写一篇演讲稿，倡议大家“热爱劳动，
从我做起”，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并提出希望
与建议。

高考作文怎么写
且听专家来解读

观察近年考题，一些教育
专家与一线名师表示，未来高

考作文将朝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贴近社会现实，“两耳不闻窗外

事”不可行。从汶川地震到中国崛起，从
女儿微博举报到名人虚假广告，从创业
故事到“一带一路”，关注时事热点越来
越成为一大趋势，此类主题也连续十几
年出现在高考作文题目中。

山西太原十二中语文老师、“时代新
人”演讲人赵旭老师认为，近年来，高考

作文题目更为关注社会现实，直面社会
热点。对考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
与社会隔离，要充分了解世界，构建成熟
的价值观。

——凸显文化底蕴，应试背诵将更
加失灵。清华大学教授谢维和表示，近
年来的命题趋势，体现了对考生文化修
养积累与沉淀的重视，仅有知识储备是
不够的。取得优异成绩，需要阅读名著
经典、铭记历史、感知时代、追踪新知，更
需要深入思考、独立判断，那些刷题、押

宝、死记硬背的方法将越来越失灵。
——鼓励多元表达，“脸谱作文”不

讨喜。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
示，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高考作文命题也
越来越灵活，制式文本越来越少。这就
要求学生不仅要关注学科内知识，还要
加强对社会以及各领域相关知识的了
解，增强想象力，才能在有限时间内完成
选题、构思、写作等方面的任务，呈现个
性化表达。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爱国情怀、奋斗精神、生活思考是今年
高考作文题目的几个关键词。

天津卷作文以“爱国情怀”为主题，选
择方志敏、陶行知、黄大年的三则材料，分
别表达对祖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个人
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献身人类历史发展的
人生观、价值观。

北京卷作文试题“2019的色彩”，引导
考生将个人成长置于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激发他们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

北京卷“中华文明的韧性”、上海卷“中
国味”则凸显中国元素，引导考生深入领悟
中华文明“韧”的精神内核，加深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与认同，强化文化自信。
引导考生思考让青春在奋斗中焕发光

彩，也是另一个重要主题。全国卷Ⅱ卷作
文试题“青春接棒，强国有我”，写作任务设
置五种身份，引导考生以参与者的身份设
身处地体验历史、思考未来，激励他们秉承
前辈奋斗精神，勇克难关。

此外，一些作文题从小事切入，强调对
身边生活的理解与洞察。全国卷Ⅲ卷作文
试题“画里话外，师生情长”，倡导尊师重
教，引导学生品格修行。浙江卷的“作家写
作”及江苏卷的“物各有性”，则视角开放，
颇具人文和思辨色彩。

2019年全国高
考语文共有 8 套试
卷，其中教育部考试
中心统一命题3套，
北京、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等自主命题
5套。

这些作文题的
出题思路是什么？
重点考查考生哪些
能力？透视未来中
学语文教育哪些趋
势？记者采访多位
教育专家进行解读。

你们出彩你们出彩 我们喝彩我们喝彩

未来趋势 语文怎么教？学生怎么学？

议题设置 爱国情怀、奋斗精神、生活思考

考查重点 聚焦核心素养 凸显立德树人

6月 7日，郑州市公
安局执勤民警热情为考
生提供帮助。⑨3
刘书亭 摄

“我们将尽最大努力谴责那些不

公平的经济行为，打破市场障碍。”美

国一些政客言辞一向冠冕堂皇。但

实际上，现今美方的许多政策和行

径，正在制造种种不公平，成为市场

经济的最大障碍。

看看最新的案例。前不久，美国

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将中国高科技

企业列入“实体清单”，清单上的企业

或个人购买或通过转让获得美国技

术需得到有关许可。出台禁令、连环

封杀，动用国家机器打压他国企业，

这难道就是美国政客标榜的“市场经

济”“自由竞争”？美方以市场经济的

卫道士自居，对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

指指点点。与此同时，美国对市场经

济规则进行粗暴地取舍，以实用主义

态度处理国际经贸合作。这样言行

不一、强买强卖，哪里符合市场经济

规则，又怎能令人信服？

过 去 一 年 多 来 ，美 方 动 辄 祭 出

“国家安全”的大旗，对包括中国企业

在内的外资企业投资设置障碍，先后

否决了多起外资并购交易。还有些

戴着有色眼镜的美国政客，要么捕风

捉影地往中国企业身上泼“安全风

险”的脏水，要么怂恿美国人拒绝购

买任何中国制造的商品。支撑这些

行为的，是“强买强卖”的霸权主义逻

辑：美国方便生产什么，世界就必须

买什么，而发展中国家只能向美国出

口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必须长期

安心做美国产品的倾销地、低端产品

供应地，为了“美国优先”，其他国家

必须无条件让步。

实际上，美国一些政客眼里只有

利益、没有规则，为了实现美国利益

可以践踏任何人间规则。据世贸组

织争端裁决研究报告，美国是迄今为

止不遵守世贸组织裁决的最大“不守

规矩者”。种种迹象表明，提高关税

已成为美国打压贸易伙伴的工具，任

何国家都可能受到伤害。就连《纽约

时报》也承认，美方“多次表示同意与

其他国家达成新的贸易条款，但紧接

着就谈论取消这些协议以实现更多

目的”。在很多国际人士看来，华盛

顿一味追求“美国优先”，不择手段实

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是世界的“麻烦

制造者”和“秩序破坏者”。

美国政府的一些行为严重破坏了

公平、开放、合作的市场经济规则，其

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美国的科技霸权和

技术优势，这是“见不得别人好”的自

私心理作祟。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5G 通信所需的标准必要专利申请

数量中，中国占 34.02%，而美国的仅为

14%。美国一些政客由此赤裸裸地宣

称“5G 是一场美国只能赢的零和军备

大赛”“干掉华为比达成中美协议重要

十倍”。美国一方面指责他国产品存

在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却不遗余力收

集经济情报、秘密监视竞争对手，这再

明白不过地说明，所谓安全风险的幌

子、技术强制转让的说辞，都是服务于

打压中国科技发展这一真实目的。最

近流行的《美国陷阱》一书的作者直截

了当地反问道，“昨天是阿尔斯通，今

天是华为，那么明天又会是谁？”

“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

源泉。”美国现任政府应该懂得市场经

济的运行规律。践踏契约精神、破坏

法治规则、扭曲公平竞争，美国这样做

不仅不能实现“美国优先”，反而会适

得其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加征关税

实现产业回流，但实际情况却事与愿

违，特斯拉宣布在上海投资建厂，哈雷

摩托车也决定向境外转移部分生产

线；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封锁华为而打

压中国科技发展，但越来越多的国家

决定采用华为技术，马来西亚总理马

哈蒂尔最近公开表示“将尽可能多地

使用华为技术”。可以说，在经济全球

化的今天，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比谁的胳膊粗、气力大的霸权时代

将会一去不返。美国政府破坏市场经

济规则的行为，只会给美国消费者增

加负担，削弱美国企业的竞争力。

“一个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

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

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对

亚当·斯密这句名言，美国身居高位的

政客们是否还记得？上世纪 30年代，

美国大幅提高超过 2万种外国商品的

进口关税，引发美国经济大萧条，这段

历史美国政客们更不该忘记。违背市

场规律、搞强买强卖，一个国家非但不

会“再次伟大”，反而只会在大浪淘沙

的历史潮流中自食苦果。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署名文章

究竟是市场经济，
还是强买强卖

——看清美国某些政客“合则用、不合
则弃”的真面目

钟声

考生们面带微笑走出考场。⑨3

公益组织为考生家长
提供高考相关资料。⑨3

翘首以盼的考生家长们。⑨3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为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 6月 6
日从省财政厅获悉，为完善粮食主产
区利益补偿机制，缓解产粮大县财政
困难，省财政下达 2019 年产粮大县
奖励资金33.9亿元，鼓励市县持续抓
好粮食生产。

据了解，全省共 110个产粮大县
分享这笔奖励。奖励资金覆盖兰考、
荥阳等 93个常规产粮大县以及滑县
等 10个超级产粮大县。中央财政产
粮大县奖励资金由财政部按照动态
奖励机制，根据近年全国各县级行政
单位粮食生产情况，筛选确定获奖
县，保障产粮大县重农抓粮得实惠、

有发展。常规产粮大县奖励资金作
为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县级人民政府
统筹安排，合理使用；超级产粮大县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扶持粮油生产和
产业发展。

此 外 ，作 为 全 国 粮 食 生 产 大
省，我省为进一步调动市县政府抓
好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粮食产
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对未
列入中央财政奖励范围的产粮大
县，结合各县（市、区）粮食总产量
情 况 ，每 年 由 省 财 政 安 排 资 金
2000 万元，对 7 个省定产粮大县给
予适当奖励。③8

110个产粮大县获 33.9亿元财政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