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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作文命题中心词是
“危机”。这个话题在八年级教材《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有“居安思危”渗
透，也蕴含在“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里。“由此可以看出，今年的中
考作文，仍旧具有鲜明的育人导向，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给学生以
积极的价值导向和生活态度。”郑州外国
语中学语文备课组组长周娟说。

从形式上看，“今年作文不是相对
独立的命题作文、半命题作文与材料作
文的组合，而是在统一材料情境之下，对
记叙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的可选择性
写作。其中记叙文的写作延续了以往
命题作文的方式，议论文延续以往自拟
题、自定立意的写作要求，总体上呈现出
稳中有变、创新中有继承的特点。”郑州
市第四十七初级中学教师尹洁菊说。

“从写作要点来看，命题作文‘我的

危机故事’，‘我的’定语成分提示学生关
注自身的成长，寻找语文与生活的联系；
而‘故事’则指向记叙文文体，要有波澜、
有变化、有细节，可以通过设计悬念、铺
垫、误会、矛盾等方式实现。”郑州市第八
中学九年级备课组组长冯志娟说，“议论
文‘谈谈你对危机的思考和认识’有两个
层次，其中如何看待危机，侧重于心态与
战略；如何化危为机，侧重于方法和战
术。写作时要论点鲜明、
思路清晰、论据丰富、论
证充分。”

从立意上看，题目具
有很强的思辨性，重心落
在了困境中是怎样突
出 重 围 、走 向 希 望
的，这是对学生“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
考察。“学生可以在
立意上站得更高远，
比如疫情带来的‘危’
和在‘危’下完成人生
大考的‘机’，按照‘个人
—集体—国家’的横向
拓展层次来表达思考认
知，都是可行的。”冯志娟
说。

老师们普遍认为，今年中考作文贴
近生活，注重“可写性”“选择性”“导向
性”“探究性”，更倾向于考查学生的思维
方式及文学积累等综合素养，这也是中
考作文命题的趋势。③6

考生们自信满满走进考场。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关注中考

名师解读中考作文的育人导向

要善于从危机中发现机遇

中小企业是就业和创新主要阵地，也是比较脆弱的市场主
体。报告显示，今年疫情明显削弱了其就业吸纳能力，民营企业和
个体经营类用人单位所占比例同比分别下降1.03%和4.44%。

一旦中小微企业就业形势趋紧，毕业生就会推迟进入职场或
选择体制内的工作以规避就业风险。与去年同期相比，求职者期
望进入国有企业的比例增长10.8个百分点，为14.80%；希望进入
行政事业单位的比例增长11.51个百分点，所占比例达到13.51%。

报告显示，不同行业薪酬存在差异化现象。由于目前企业招
聘需求主要集中在数字化领域技术和研发等成熟人才上，医疗健
康、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行业薪酬较稳定，而受疫情冲击的传统服
务业，如餐饮、酒店、旅游等行业薪酬则有所下调。在疫情带来的不
确定性中，2020届毕业生就业推迟，择业更加务实，平均薪酬期望值
比2019年下降明显。③4

我省2020年第二季度人才市场分析报告出炉

数字经济成稳就业“生力军”

□本报记者 王平

7月 14日早上 8点，在南阳市宛城区红泥
湾镇卫生院，一间标有“杜思远家庭医生工作
室”字样的诊室外来了不少人。诊室内，一位
穿着白大褂、古铜色皮肤、戴着黑框眼镜的年
轻小伙子，正在耐心地给一位患有高血压的村
民分析病例、仔细问诊，他就是这间家庭医生
工作室的“主人”、也是这家乡镇卫生院唯一拥
有硕士学位的医学毕业生杜思远。

2018年，作为我省首届毕业的国家农村订
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杜思远结束了新乡医学院5
年医学本科学习和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后，
来到了红泥湾镇卫生院，成为一名基层医生。

红泥湾镇卫生院院长王绍黎十分感慨，
“杜思远的到来，缓解了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荒’，激发了卫生院的生机与活力”。

在杜思远看来，这些“变化”不仅有自己的坚
守与努力，更离不开团队协作及国家激励政策。

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政策，重点是要
为基层培养从事全科医学的临床医学本科毕
业生。“起初，很多基层医生对‘全科医学’并不
理解，村民看病也大多找熟悉的大夫。”初到卫
生院的杜思远还是感到了一些“不适应”。但
大学理论知识学习和规培实习期的工作经验，
让他面对困难时更加淡定从容。

通过观察和思考，杜思远决定先从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入手，主动跟随乡村医生挨家
挨户开展慢性病管理、健康宣教，并为老年人
体检。通过一次次走村入户，他不仅熟悉了村
民的健康状况，还掌握了慢性病患者的基本资
料。杜思远切身感受到，“农村居民太需要家
庭医生提供长期负责任的健康照顾了，这也正
是全科医疗所倡导的理念”。

有了目标，杜思远便把每周走村入户的时
间固定下来，发动当地村医、公共卫生人员组成
团队，为村民提供便利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
全科医学理念融入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

渐渐地，村民对卫生院来的这个大学生赞

不绝口：“小伙子人挺好的，还真能看好病。”
很快，杜思远家庭医生工作室正式成立，诊
室病人从最初每天一两个人到现在的30
多人；健康教育大讲堂、乡村医生培训班
开办得如火如荼，杜思远还成了省级健
康科普专家库成员。

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这几年，
在医联体的带动下，乡镇卫生院与
上级医院建立了互联互通的双向
转诊平台，基层诊疗设备、人员技
术水平正在提升；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推动下，基层医生在人员
招聘等方面的待遇都得到了
很大改善。

“我们将搭建平台、鼓
励各地出台激励帮扶举措，
为基层培养更多下得去、
留得住、干得好的医学
生，筑牢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的‘网
底’。”省卫健委
科 技教育处处
长 王 金 河
说。③5

做老百姓最需要的医生

□本报记者 史晓琪

“用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用生
命的七十分之一，创造一个生命的奇迹。”偶尔看
到的这句话，打动了范瑞琪，让她成为一名西部
计划志愿者。

“我们可以平平淡淡地过完这一辈子，也可
以努力为百姓谋取幸福，哪怕一生只做了一件实
事，老百姓也会记你一辈子。”当西部计划志愿者
期间那些难忘的经历，让范瑞琪不愿只做匆匆过
客，而成为一名留疆基层干部。

范瑞琪，安阳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
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8届毕业生。她用青春
的激情与担当，把“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写在了自己的行动里。

“用最美好的青春，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反
正一年结束之后回来，考研也好，找工作也罢，都
还来得及。”毕业那年，“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激昂旋律在校园响起
时，范瑞琪心动了，开始重新规划人生。“我从未

后悔，只有庆幸。”7月15日，谈起当初的选择，范
瑞琪这样说。

2018年 7月，范瑞琪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成为一名西部志愿者，
在阿克切克力中心小学教数学。

“娃娃们非常可爱，我是他们的老师，更是他
们的朋友。和他们朝夕相伴，他们也在教会我成
长。”范瑞琪说。

这些可爱的孩子，有时候捧着两个皱皱的
小蜜橘，有时候捧着一小根玉米或是半个蛋糕，
用期待的目光看着她，对她说：“老师，您吃！”语
文老师告诉她，娃娃们多次在作文中写道：“我长
大了也要成为范老师那样的数学老师。”这一切，
让她觉得所有的苦和累都值得。

“虽然远离家乡，但我并不孤独，这里有很多
志同道合的朋友。”范瑞琪说，大家为了相同的目
的，从祖国各地聚在这里，一样的选择一样的理
想，自然而然成了知己。工作时间，大家相互切
磋教学方法；休息时间，大家一起买菜做饭看电
影；假期里，大家一起自驾游欣赏新疆的大美风

光。
一 年

志愿者，一生
志愿情。新疆
人民的热情、纯朴
和善良，和其他志愿
者一起度过的难忘时
光，深深感动着范瑞琪，
让她和很多志愿者一样
有了留下来的想法。

志愿者服务期满之后，范
瑞琪报名参加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州（简称“克州”）的人才
引进项目，她想留在这里。2019
年7月，克州选择了她，她如愿成为
一名留疆基层干部。

从阿克苏到克州，从志愿者到南
疆基层干部，她扎根在祖国的西部。

在克州基层工作的这一年里，范
瑞琪经常入户走访。在村里，老乡们
远远看见她就热情地招手，不管走到谁
家里，总会有一块香喷喷的馕、一杯热
腾腾的奶茶温暖她。“我愿意和老乡们一
道，为建设美丽的哈拉布拉克乡努力奋
斗。”范瑞琪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知识青年
投身西部建设，而我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太
多东西需要学习，还有太多事情等着我去
做。”心里有火，眼里有光，她用火热的青春告
白祖国，在奉献中收获着成长。③5

青春在西部闪光

□本报记者 周晓荷

7 月 15 日是我省中考第一

天。今年中考作文题体现了怎

样的导向？记者邀请我省语文

名师对中考作文予以解读。

求人倍率“高位” 就业市场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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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实习生 杨珂

从“六稳”到“六保”，就业都放在首位。7月 14日，记者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我省

2020年第二季度人才市场分析报告出炉，报告显示，省内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人才需求旺盛，

成为“稳就业”“保就业”的一股有生力量。

据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报告通过对省人才交流中心、省辖市人才中心、省直管县人
才中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主体的29个信息采集点的数据采集，共收集到3.4万余个有效样

本。二季度全省各信息采集点共举办各类招聘会135场，组织招聘单位13870家，提供就业
岗位 326750个，收到简历 163102份，求人倍率为 1.55。通俗地说，每个求职者有机会获
得1.55个就业岗位，就业市场人才需求回暖。

“当前我省失业率仍处在合理区间，求人倍率处于高位，不能简单认为我省劳动力供
给不足。”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受疫情影响，校园招聘缩减，高校毕业生未能完全回
归劳动力市场，是求人倍率偏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受疫情冲击，毕业生的期望行
业、岗位、工作地点等发生改变，结构性矛盾突出。

6月下旬，随着企业经营逐步进入正轨，高校毕业生离校步入社会，我省公共人
才服务机构线下招聘会逐步放开，求职行为也更加活跃，劳动力市场回暖明显。

数字经济持续发力 人才需求旺盛

7月 10日，在省人才交流中心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上，记者发现，无论
是生态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均对数字技术和管理人才有不小需求。

报告显示，云计算、物联网、5G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产业与传统第
一、二、三产业融合，数字化电商、数字化零售、数字化教育、数字化办
公、数字化医疗等职位用人需求量较大，技术、管理岗位及基础岗位从
业人员容纳量多，并具有覆盖人群广、就业反弹小等特点。

今年从河南师范大学毕业的林楠就是数字经济的受益者，她同
时在两家教育培训机构做在线教育客服工作，工作地点相对自由、薪
水不低。“数字化推动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创
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对就业模式、管理方式与培训机制
产生影响。”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

人才进入国企期望值升高

国务院推出四条举措
力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5日电 常态化疫情防控之下，如何持续激发市场
活力、保住万千市场主体、支持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15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四条举措。
在加大对创业创新主体的支持方面，会议要求，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专项资

金支持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盘活闲置厂房、低效利用土地等，加强对双创重点项目
支持。政府投资的孵化基地等要将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提

供。对首次创业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会议指出，要鼓励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跨区域融通发展平台。建

设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支持创业创新，金融不可或缺。会议提出，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设备融资租赁和与创

业相关的保险业务。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
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

会议还强调，要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推动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互联网平台联合开展
托育、养老、家政、旅游、电商等创业培训，引导择业观念，拓展就业空间。

本报讯（记者 周晓荷）7 月 15 日，我省
2020年普通高中招生考试大幕拉开。

今年中招，全省共有 130余万名学生奔
赴考场，是我省最大规模的教育考试。让每
个孩子安全、平稳、顺利、健康地完成这次考
试，是大家共同的期待。

考点外，卫健、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随时
准备应对突发状况。郑州市公安局郑东分局
派出视频巡逻大队、武装巡逻大队等不间断
巡逻，“我们还专门启用无人机反制设备，‘天
上地下’全方位保障考生安心考试。冲吧，孩
子，后方有我们。”该局副局长王志中说。

考场内，温情持续涌动，保障持续进行。
在郑州11中考点，前来送考的老师丁一和孩
子们一一拥抱。“对于孩子们来说，我们就是
主心骨，就是定海神针。”她说。

开考后，视频监控室里的监考者目不转
睛地盯着屏幕。“整个监考视频我们全部存有
备份盘，考试相关的材料，包括孩子们的用
具，演草纸，最少存放一年以上。”该考点主考
郭勤学说。③4

我省2020年普通
高中招生考试开幕

家长在考场外等待。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体育课上范瑞琪（穿黑T恤者）与学生们一起做游戏。⑨3 姚兴梅 摄

杜思远为村民讲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⑨3
杨运增 摄

考生走出考场。⑨3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