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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交上满意的“赶考”答卷

评析2022年高考全国乙卷作文题——

紧扣“时代情境”凸显民族自信

“平淡高考”，托举闪光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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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军福

高考期间，每个考点除了现场巡考人员外，
还有一个神秘的“巡考员”——无线电监测设
备，用于阻断考场外界信号，保障高考的公平公
正。

“我们这一套监测设备，可以不间断地监测
考场周围的电磁环境，一旦发现有作弊信号，不
仅可以自动擦除其信号内容，还能够向其发送

‘严防考试作弊，诚信考试’的警告提示。”6月 7
日，郑州市第十一中学考点，省工信厅郑州无线
电管理局频率管理科科长邓红昌向记者介绍。

考场内，学子们奋笔疾书、静心应考。考场
外，无数人默默守候，为高考公平保驾护航。

当天，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忙碌

有序。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屏幕上显示的视频监
控系统正在滚动播放各个考点的实时考试情况。
一名巡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视频监控系统能随时
调取各个考点的实时监控画面，主要是查看各考点
的组织情况、监考员的履职情况以及考生遵守考纪
情况。

据了解，为保障考试的公平公正，今年我省高考
各个考场实行现场监考和视频监考“双监考”，现场
巡查与网上巡查“双巡查”。同时，所有监考员随机
分配分派考场，考后对考场视频进行智能筛查，严
肃查处替考和抄袭、偷窥、传递答案等违法违规
行为。

一天下来，无线电监测设备没有发现任何
作弊信号，“这不正说明咱的‘巡考员’尽职
了！”邓红昌笑着说。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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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萍

“快上车，我带你去补办！”6月 7日 8时 30
分，距离首场考试开考还有半个小时，在郑州市
第四十七中学初中部考点外，郑州交警五支队
民警买海波跨上摩托车，载着一位考生疾驰而
去。

原来，这位考生正准备进场时，翻遍全身也
没有找到身份证，他第一时间跑向了门口的交
警。交警铁骑即刻发动，带着考生到最近的派
出所办理临时身份证。10分钟之后，考生安全
返回考点，顺利进入考场，买海波也长舒一口
气，总算是有惊无险。

高考首日，这样的场景发生在多个考点
外。高考期间郑州交警全员上岗，每个考点门
前部署4至 6名警力，排除隐患、疏导交通、维持
秩序、紧急救助，尽心守候的警察叔叔让考生感
觉很踏实。

在考场外默默守护的人还有很多。在郑州
市第四十七中学考点，一辆急救车静静地停在
校门外，郑州颐和医院急救医生刘波 7时 50分
就赶到了。

“我们提前好几天进行准备，检查
物品，确保万无一失。”刘波说。这
辆急救车上有一名司机、一名护士
和一名医生，考试期间在附近的
三个考点来回穿梭，像一个“移
动医院”一样，随时准备处理
紧急情况。

第一天考试全部结束
了，刘波也终于放松了下
来。“今天什么也没做，
但是很开心，说明大
家考试都很顺利。”
刘波笑着说。

“你们只管乘
风破浪，我们为你
保驾护航”。志愿
红、警察蓝、医护
绿、火焰蓝……勾
勒 出 高 考 的 底
色 ，共 同 守 护 每
一位考生平安应
考。③7

□本报记者 李晓敏

一大早，北下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生高飞拎着医疗救助箱，骑电动
车赶到郑州市第三中学考点门口时，手表上
的时针恰指向7时。

2022年 6月 7日，高考第一天。高飞是这个
考点的“防疫副主考”，这是他第三年当“防疫副
主考”。

刚停好车，他的另外两个搭档——袁木和
陈作伟陆续赶到。

今年高考，我省每个考点都会派驻1名防疫
副主考、1名防疫工作人员和 1名医务人员，保
障考生有一个健康安全的考试环境。

三人提前赶到，是为了再次确认每个教室的
洁净安全，以及隔离考场内的防疫物资齐全。尽
管头一天，他们已反复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临近8时，防疫物资检查告一段落，高飞又和
老师们一起，查看学校门口的测温仪。正逢高温
天气，他担心会引发测温设备“虚报军情”，更担心
一旦学生被提示高温，会影响情绪和心情。万一
出现这些情况怎么办？高飞和同伴做好了复检和

应
对 的
准备。

高飞很开
心，所有考生安
全顺利进入考场，
自己手中捏的那个水
银体温计一直没派上用
场；他也很欣慰，虽然这一天
内，他在大脑中无数遍演练考
生突发意外后救治的流程，但一
切仅限于在大脑中演练。

当所有考生离开考场，确定所有教
室都进行了规范消杀后，高飞骑上电动车，
准备离开考点。此时，已是傍晚7时。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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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 冯军福 曹
萍）6月 7日，省领导深入郑州市考点
检查高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高考
工作一线的工作人员。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在河
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第九中学考点，
仔细查看了试卷保管室、考务办公室、
考务指挥室、视频监控室等场地，详细
了解各部门通力协作保障高考平稳有
序、考务人员尽职尽责护航考生安全健
康的有关情况。他强调，高考事关千家
万户的切身利益和广大考生的前途命
运，要精准施策统筹疫情防控和考试工
作，严之又严确保考试安全，用心用情
做好考生服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向全社会交上一份满意的

“赶考”答卷。
副省长何金平在省教育考试院和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郑州市第九十六中
学考点，认真查看了考务值班、视频监
控、备用隔离考场等场地。他强调，要实

之又实，高效统筹高考组织和疫情防控
工作，不因疫情影响高考、也不因高考传
播疫情，实现健康高考；要严之又严，加
强考试全流程安全监管，压实责任、严肃
考纪，实现公平高考；要细之又细，规范
操作，营造安全舒心环境，实现温馨高
考；要慎之又慎，加强预判预演，善始善
终做好组织协调，实现平安高考。

省政协副主席高体健深入郑州市
第十九中学和郑州市第二中学考点，
查看考场安排、视频监控等，详细了解
考点各项工作情况。他强调，河南考
生人数多、组考任务重、防疫责任大，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风险意识、压实
各方责任，高效统筹高考组织和疫情
防控，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切实维护广
大考生和考务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严厉打击考试舞弊等违规违法行
为，做好考生服务保障，确保高考顺利
进行，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③7

□本报记者 史晓琪

6月 7日早上5时，闹钟一响，梁鹏赶紧起
床。高考第一天，他要比家长、考生先一步赶
到考点，继续坚持了5年的志愿服务。

为了节约时间，头一天晚上，梁鹏和华豫
显现书店的同事们就把矿泉水、急救药箱等
物资装好车，还提前去考点看好了位置。

今年高考期间，他们分别在河南省实验中
学、郑州市第七中学、郑州市第九中学等考点
设置了4个志愿服务点。“虽然我的孩子还没
参加高考，但是同为孩子家长，我特别能理解
考生父母的心情，希望能为高考尽一点心。”梁
鹏说。

像梁鹏他们这样不惧酷暑爱心护考的人
还有很多。

在郑州市第
四十七中学考点附近，一
辆供考生和家长纳凉休息的 985
路公交车引人注目。“宝剑锋自磨砺出，
登科夺魁 985”的大红横幅，无声地在为考生
加油鼓劲，也把家长逗笑了。除了把寓意一举
夺魁的“向日葵”布满车厢，公交车长们还在车
外设置了签名墙，供考生和家长写下心愿。“本
来有点紧张的心情，到这里就放松了。”考生家
长张女士说。

在河南省实验中学考点，交警早上6时30
分就到岗。“这儿是接送考生车辆的停靠位置，
请大家去人行道上，那儿有树荫也凉快”“这儿
有水，哪位家长喝水自己拿啊”，他们一个个忙

得
汗 流 浃
背，却仿佛不
知疲倦。

还有老师提前到
达考点，给即将走上考场
的同学们送上了棒棒糖……

烈日下，一份份爱心，如一阵
清风给考生和家长送去了清凉。③5

□本报记者 冯军福

6月 7日，2022年高考全国乙卷作
文题新鲜出炉。备受关注的高考作文
题，到底有什么涵义和指向？如何审题
立意？当天，记者邀请河南省实验中学
高级教师、河南省名师张云佳进行评析。

张云佳认为，今年河南高考作文题
目紧扣“时代情境”，材料将两次奥运会
进行了多角度对比，既展现了大国力量、
民族自信，心系家国的时代精神，也体现
着高考命题对立德树人育人目标、培根
铸魂育人导向的积极贯彻。

“材料以图表的形式从比赛成绩、
群众体育、科技亮点、交通支持、国家经
济等五个方面将 2008年奥运会、残奥
会与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进行了
全方位对比，既展现了‘双奥之城，闪耀

世界’的精彩与辉煌，也展现了大国力
量、民族自信。”张云佳说，考生在写作时
不但要调动知识储备，展现自己对北京
奥运的全方位了解，用具体典型的事例
去表现这五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也要表
现自己对我国跨越式发展所取得的各
方面成就的高度关注，在写作时体现出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体现家国情怀。

张云佳认为，考生在写作中要忌
讳假大空，一定要将个人的成长与发
展融入到国家发展的澎湃春潮、滚滚
洪流中，最后落脚点要体现出当代青
年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张云佳说，作文主题为“跨越，再
跨越”，考生可以自命题目，体现创造
性，但在写作时要注意，从跨越到再跨
越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要体现出
思维的逻辑性和层递性。③5

□冯军福

备用隔离考场没有启用，无线电

监测设备“一无所获”，120 巡诊车一直

在“跑空趟”，考场外守候的家长寥寥

……高考第一天，记者采访时发现，今

年的高考略显“平淡”，很多准备工作

没有派上用场，很多预设的场景

没有出现。但细想下，

学生无恙、家

长

无忧，不正是高考应有的模样吗？

高考首日各项工作有条不紊，是社

会各方合力撑举的结果。就像一块木

板，只有四个腿脚支撑，才能变成学子

的课桌。出租车爱心送考，学校附近工

地停工，医护人员、人民警察、消防救援

人员合力护航……全社会都在守护学

子的前途，都在守护社会的未来。

“ 只 管 全 力 以 赴 ，剩 下 的 交 给 我

们”。走过人生第一场大考，等待考生

的将是广阔的未来。风雨虽无常，耕耘

定有收获。放平心态，从容应考，无

论胜负，拼过即为赢家。加油

吧，闪光的少年！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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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无悔，高考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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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

《重做当年高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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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河南省实验中学
校园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无线电
信号监测，保障考场秩序。⑨3 本
报记者 聂冬晗 摄

66月月 77日下午日下午，，正阳县正阳高中正阳县正阳高中
考点考点，，考试结束后考试结束后，，考生跑出考点考生跑出考点，，
脸上写满自信脸上写满自信。。⑨⑨33 高万宝高万宝 摄摄

66月月 77日日，，开封市第五中学开封市第五中学
考点考点，，考生信心十足地走进考考生信心十足地走进考
场场。。⑨⑨33 李俊生李俊生 摄摄

▼6月 7日，郑州市第九十六
中学考点，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
通管理局交警六支队铁骑队员在
现场执勤，护航高考。⑨3 本报
记者 聂冬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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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考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