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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过后的反思
———2015年高考作文大观

"

本报记者 龙平川

如果每年的高考是一件大事!那

么高考之后对作文的评头论足就是

一次言语的狂欢"不乏理性评点与冷

静观察! 更不乏网友们的嬉笑怒骂#

更有甚者!每年也都有人以高考作文

题开涮!模拟考生写出一篇篇奇葩文

章! 让你分不清真假$$不妨猜想!

每年看见作文题紧张的不仅是那些

考场中的学生!应该还有事后面对各

种媒体%吐槽&的出题人'

一位参加过高考出题的人对记

者半开玩笑说"一考定终身!如果出

了一个%烂题&!真的毁了一世清誉!

%到下辈子做牛做马也安生不了&'其

实高考作文这个话题!牵涉的不仅是

%作文&这么简单'

"父亲的错#是一种象征

几乎每一个高考作文题都会遭

到%吐槽&的命运!这似乎是这几年来

一个普遍现象了#当然%吐槽&之外!

也有作文题得到大肆赞赏的!不过随

即可能就被%口水淹没&'

全国一卷的%孩子举报老爸!材

料作文"& 即为典型之一"%一位父亲

在高速公路开车打电话!旁边的孩子

一再提醒父亲不要拨打电话!可是父

亲不听劝阻! 最终孩子选择报警'警

察前来后对父亲进行批评教育!此事

引起社会争议'以此为内容!写一封

信
!""

字的信' 可选择给违章当事

人(女儿(警察写'&

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十一学校

语文学科主任闫存林对记者说"这是

以一起真实的新闻事件作为作文素

材的'这起事件曾经在他的授课中进

行过讨论!讨论的焦点在于%正义与

伦理的纠结&!到底该如何平衡!对于

现在的高三学生而言! 难度不小'在

他班上的学生中!只有一个学生举手

支持%孩子选择报警&!而学生就此展

开的争论在课堂结束以后还没有完

结$$

值得注意的是!据)河南商报*报

道!高考刚刚完结!这起事件的原型

被人肉出来!遭大批高三学生恶语相

向' 考生之所以觉得此类作文难写!

在于整个的教育环境缺乏相应的素

质培养'教育如果缺少对学生社会认

知和价值体系的培养!缺少对个案独

立思考的锻炼! 一旦作文题接近社

会!涉及复杂价值判断!学生通常无

话可说!无法表达'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市特级

教师(北京西城教育研修学院边境对

此评价"其实高考作文的规律都是借

一个具体的事件(具体物件考查考生

在写作中的领悟与升华的能力!绝不

能就事论事(就物论物'这是%材料作

文&的特征'她认为!%父亲高速公路

开车打电话&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象征

意义!%是父辈错误的代名词&' 如何

对待父辈的错误才是这个故事所蕴

含的意义'%指出父辈的错误!不仅是

对父亲的保护!更是一种爱!一种大

爱' 这样的选题才真正体现了
#$

世

纪的中国教育应该教育出什么样的

年轻人+&

边境认为针对这个 %材料作文&

的批判很荒唐"我们需要聆听那些真

正懂教育的人发出的声音!他们%能

够对人(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有深

刻的思考&'

"傻傻分不清$

受到诟病较多的一定有山东卷

的%丝瓜藤和肉豆须&"乡间有谚语!

%丝瓜藤!肉豆须!分不清'&意思是丝

瓜的藤蔓与肉豆的藤须一旦纠缠在

一起!是很难分开的'有个小孩想分

辨两者的不同!结果把自家庭院里丝

瓜肉豆的那些纠结错综的茎叶都扯

断了'父亲看了好笑!就说"%种它们

是挑来吃的! 不是用来分辨的呀+你

只要照顾他们长大!摘下瓜和豆来吃

就好了'&

著名专栏作家%心路独舞&!英文

名
%&'()*+,) -./+,0

#目前在美国某

大学就职" 从去年关注高考作文!并

写有系列专题文章'她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看完
1"$2

年的高考作文题目!

我马上想起了我去年高考作文题目

点评一文中开头说的!感觉%几乎是

清一色的币有两面的辩证法题目!差

别只在于是更接地气还是更文艺范

儿而已&! 今年的绝大多数作文题目

则继续验证了%学好辩证法(搞定高

考作文 &的趋势 '四平八稳的 %辩证

法&题目有福建的%路&(广东的%感受

自然&(浙江的%文章和人品&等!都属

于%币有两面&的经典!只要正反都能

延伸出实例!进而提炼总结就可以成

就一篇言之有物的文章'

她说"%丝瓜藤和肉豆须&! 原本

也能套入 %结局重要 &还是 %过程重

要&的辩证法结构!可惜%肉豆须&有

点打脸!我老实承认我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东西!有山东网友评价%作为一

名地道的山东人!肉豆须我都不知道

是什么!这考题直接亮了&!据说肉豆

是南方人对扁豆的称呼!这个题目确

实有点无谓分散注意力了'

我们看看网上的评论语吧"%一

根丝瓜藤一茎肉豆须!让多少考生顿

生感慨!这个作文题!感觉真是懵懵

哒+&%百十来个字儿翻来覆去地读了

两遍!心里弱弱地冒出了一句"肉豆

是个什么鬼,&

以记者曾经的高中语文教师经

历!高考作文
3"

分!如果都在%傻傻

地分不清&! 实际上就被出题人有意

无意挖了一个坑! 掉进去出不来!等

到好不容易爬上来!可能时间过大半

了+

)基础教育课程* 编辑部主任刘

芳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学教育!并以课

题方式多次对中学教育各项内容进

行过调研!她认为"高考作文出题的

好坏!简单说就一个核心标准"分出

层次!见出高低'她对记者说"%如果

高考作文题!让写作水平好的写不出

好来(赖的写不出赖来!那就是彻底

失败了+&

%心路独舞& 说" 看完湖南卷的

%有一棵大树&(江苏卷的%智慧&和湖

北卷的%喷泉和泉水&!我仿佛闻到了

浓浓的励志和心灵鸡汤味儿'作为读

书和阅历均有限的中学生来讲!短时

间内对这样的题目不好把握!一不小

心就会写成了%心灵鸡汤体&!虽不会

砸锅!但也难得好分数'

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女儿举报

老爸&这个题持不同的意见"她认为

这个个案%有些脱离实际&'

%分出层次!见出高低&!是今后

的高考作文出题依然需要解决的大

问题'

谁与彩蝶当空舞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高考作文

出题人与答题人(旁观评论者之间有

一种断裂的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旁

观评论者其实对作文题或多或少都

有%如果我来答题该如何&的心理!他

们与考生基本上处于同一%战线&'

%北京高考大作文今年第一次施

行二选一'&闫存林介绍!其中%假如

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 大概与

前一段时间网络上对邱少云(黄继光

的英雄事迹进行%污名化&有关'这是

一个很正能量的选题'但是!据他在

监考中发现!在他的考场上选择这个

题的学生并不多'%他们缺乏对很多

英雄的背景知识的了解!更没有英雄

事迹的细节可以凭借!无法发挥他们

的想象力'&

%心路独舞&就此评价"今年的高

考论文题目总的来说都是正能量!主

旋律并不是问题!问题是弄不好就会

落入假大空的陷阱'北京卷的%我与

英雄过一天&或%深入灵魂的热爱&就

有这样的意味!引入一个名人的故事

然后归纳升华!比较%八股&结构!比

较靠煽情!题目的政治性太强!反而

觉得考的不是作文!写作中可能会流

于空泛'

%心路独舞& 总结说"%我想起了

创作中经常挣扎的选题和角度!充满

了-贵族精神.及其血脉!独特(精巧

和雅致#但再看高考作文命题!不免

渗透了-精英文化.的特点!高效(快

速和冷血!或许这正是高考命题和写

作选题之间的脱节之处'现如今贵族

精神已荼靡! 取而代之的是精英文

化!崇尚出人头地!一鸣惊人!我不禁

自问!这种鼓励-一将功成万骨枯.的

文化究竟要把我们引向哪里,作文如

是!高考亦如是'&

边境承认! 我们的高考作文!还

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却难以解决

的问题'作文题不是孤立的!它是我

们民族教育体制(思维特点(文化传

统(社会生活的产物'在现有条件下!

高考作文究竟应侧重考查什么(选拔

什么样的人( 追求怎样的社会导向,

怎样的命题才能使选拔更加公平(公

正, 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的理性关

注!更需要命题人跳出语文学科的小

圈子!真正拿出科学的精神!当作一

门学问来认真研究'

此次安徽高考作文引发%蝴蝶翅

膀究竟有无颜色&的争议!由此引来

生物学专家学者的较真"蝶翅的颜色

源自鳞片! 鳞片的颜色有化学色(结

构色和混合色#不仅是蝴蝶!任何物

体在电子显微镜下都是没有颜色的'

从小逮过蝴蝶的小孩子都知道!手上

会沾染粉末状的鲜艳鳞片'

如果这世界只有一种颜色!那么

我们的笔下是否还能妙笔生花,如果

蝴蝶没有了颜色!谁与彩蝶当空舞,

王 娘
这天! 小院门口来了一辆旧板

车! 拉着一些日用杂物和一个女人'

拉车的是个中年汉子!他把东西和女

人都卸在我们小院的西厢房里!多一

分钟都不呆!就匆忙而去'这女人就

在屋里收拾起来'她就是我们家的新

邻居!我叫她王娘'

王娘大约四十七八岁!生得白白

净净!讲话轻声细语!比许爷爷还要

爱干净'她的衣服很旧!家具也很旧!

但从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她说的

是带点南方味儿的普通话! 怪好听

的'她很少出门!每天早晨出去一趟!

买菜买东西! 然后就在小屋里闷着!

一闷就是一天'她不工作!说生活全

靠她的丈夫!就是那天拉她来的那个

汉子!姓崔'不过自从王娘搬来!我只

见过老崔来了一两次!来了也只坐十

几分钟就走!从来不过夜'

一个月后!她家来了一个和我差

不多大的小女孩!叫大萍'这是老崔

和前妻的孩子' 老崔的前妻病死了!

女儿没人管!老崔就娶了王娘!让她

帮着看孩子'大萍来了以后!王娘总

算有了一个伴儿!小屋里也似乎多了

几分人气'

王娘对大萍真是全情投入'那孩

子刚来的时候!脏得像个土猴'王娘

给她洗澡!换衣服'看她满头虱子!王

娘上街买了个篦子!给她篦了一遍又

一遍!一边梳头!一边念叨"%大萍!好

孩子! 咱以后讲点卫生行不行,&%大

萍!好姑娘!咱一个星期洗一次头行

不行,&%大萍!好闺女!咱以后$$&

可是大萍好像并不买账!她跟我

一起玩的时候!常说她娘!指她亲生

母亲"就从来不嫌她脏#还说王娘不

会做饭!整天给她猪食吃$$

有时! 王娘叫我到她的屋子里

去!陪着大萍玩'我和大萍玩不到一

块儿!常打架'每当这个时候!王娘就

很为难!她知道我没错!又不敢批评

大萍'最后!总是我主动让步'过后!

王娘总会悄悄地夸奖我'

那天!王娘给大萍买了一件新衣

服 !红底白花 !非常好看 '大萍很高

兴!对王娘也亲热了许多'王娘为她

扣好纽扣!试探着说"%大萍!你看我

对你这么好!你叫我一声妈吧'我也

知道你想你娘! 我不让你叫我娘!叫

妈总可以吧,&大萍不吱声!王娘就继

续念叨'大萍终于烦了!尖声尖气地

叫道"%你不是!你不是!我就不叫!就

不叫'我妈早死了!你不是我妈+&我当

时正在院子里玩儿!眼看着王娘那绝

望的神情"她慢慢垂下双手!两只眼

睛失神地望着大萍!好像不认识她似

的!慢慢地!两行眼泪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王娘没有做饭'大萍

出去了!一晚上都没回来'第二天!老

崔回来了!一进门!不问青红皂白!就

是几个嘴巴! 打得王娘满嘴是血!打

完了扭头就走! 两个人竟没说一句

话+

大萍没有再回来! 老崔也再没

来'王娘更不爱出门了!有时连火都

不生!一天也不吃饭'我奶奶有时叫

我给她送去一个馒头或是一碗稀饭!

王娘总是客客气气地致谢! 说她不

饿'不饿是假!饭量不大倒是真的'有

时一个馒头可以吃一天!还不如我吃

得多'

有一天!王娘来我家!对我奶奶

说!老崔已经三四个月没给她生活费

了!她也不想找他要'她问我奶奶有

没有人家要看小孩,%您看我对大萍

那个样子!还算尽心吧,不会亏待人

家的孩子吧,& 她轻声细语地说着!

%您是这胡同的老人儿了! 又是街道

代表!能不能帮我一把,&我奶奶答应

了' 正好在北门里的一家小工厂里!

有位女工刚生了小孩!正想找一个看

小孩的'我奶奶听说后!就去搭了一

下桥!这事就成了'王娘可高兴了!对

我奶奶说了许多感谢话'从此!王娘

的小屋里又有了一丝人气'

那是个一岁左右的女孩'她妈每

天上班前送来! 中午来喂一次奶'其

它时间就都交给王娘照看! 每个月

12

块钱' 王娘从早到晚都围着孩子

转!买了不少孩子东西!把个小屋布

置得像个托儿所' 孩子她妈当然满

意!不到两个月!就主动给王娘加到

每月
4"

元'

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王娘在我们

小院最快乐( 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她

变得爱说话了!也爱出门了!和邻居

们也有了一些来往'我还发现胡同里

有几个上中学的哥哥姐姐!竟找王娘

来补习外语///天呐! 真没想到!王

娘说起外国话来! 可流利了'

后来! 孩子她妈所在的工厂迁

到了很远的地方! 她还舍不得王娘!

坚持送到城里来 ' 直到孩子三岁 !

入了一家挺好的幼儿园! 才和王娘

分开'

孩子走了以后!王娘的生活又回

到了老样子' 她曾想再找个孩子带!

但又没找到'大约在
$567

年吧!她忽

然戴起了一块黑纱! 说是老崔死了'

%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我们毕竟夫妻

一场'我给他戴黑纱!是应该的'&王

娘说'

她戴了三个月的孝! 第四个月

上!她搬走了'我们问她搬到哪儿,她

笑一笑 !没说 '临走时 !她悄悄地问

我"%来子!你会不会记得王娘,会不

会把王娘忘掉,&我坚定地点点头!又

摇摇头!她笑了!笑得很灿烂'

从此!我再没见到过王娘'直到

我长大成人!才知道王娘本是一个教

堂的修女'她本来是注定要侍奉上帝

的!却被时代的大潮卷进了人间'

#

12345645

本月专栏 侯 军
#

专栏·名家

本专栏获全国报纸
副刊专栏评选一等奖

方成
!

漫画

"#$%

年全国高考作文题目汇总

新课标全国一卷$材料作文

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

新课标全国二卷$材料作文

小李研究生命科学#老王是

焊接大师#小刘擅长摄影%这三

个人#谁更具风采&

北京卷$假如我与心中的英

雄 生 活 一 天
8

深 入 灵 魂 的 热

爱'((二选一

上海卷$造就和谐自我

天津卷$范儿

四川卷$老实与聪明

广东卷$感知自然

安徽卷$材料作文

蝴蝶的翅膀没有颜色

江苏卷$智慧

重庆卷$等待

男孩让公交车等他妈妈#乘

客埋怨#后发现妈妈是残疾人%

湖北卷$喷泉与泉水

山东卷$丝瓜藤和肉豆须

福建卷$路

浙江卷$文章和人品

!编者注$ 安徽卷的作文题

目在新浪教育频道的 )

1792

年

高考作文题最*奇葩+,和)最难

写,的问卷调查中#均以高票当

选第一名-"

电影%无法证明&媒体点映

3

月
!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北京飞天魅影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拍摄的检察题材犯罪

悬疑电影)无法证明*在京举行媒体点映'

影片根据真实案件改编! 讲述了年轻的

检察官竞远在调查一起发生在二十年前的命

案的过程中!面对情与法(公与私的抉择'

'本报记者 李红笛(

国务院)网络电视须配节目审查人员

3

月
$7

日!国务院法制办就)互联网等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 0修订征求

意见稿1*!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网络广播电视内容服

务单位应配备专业节目审查人员! 否则将予

以警告(责令改正!可并处
4

万元以下罚款'

另外! 网络广播电视内容服务单位播出的时

政类视听新闻节目!应是地0市1级以上广播

电台(电视台制作(播出的新闻节目!这意味

着互联网禁止自制时政新闻节目'

*监管层层+疏漏频频+何故,-

故宫回应.文物建筑拍裸照$事件

呼吁赋予专业执法权

日前! 有网友发布了一组在故宫博物院

内拍摄的照片! 片中模特裸骑在文物建筑螭

首上'

3

月
!

日!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

露! 故宫当天即向公安部门报案!%之所以没

有立即予以回应是为了避免助长炒作&!他同

时呼吁故宫能被赋予专业执法权'

早在
17$:

年全国两会上!单霁翔就提交

了 )关于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专业执法队伍的

提案*!提出应当在故宫成立专业执法队伍!以

确保故宫博物院及周边环境安全(规范(整洁'

*偌大故宫+执法影单+不行/-

北京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题博物馆开馆

北京首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博

物馆///东城区非遗博物馆
3

月
97

日正式

开馆! 包括花丝镶嵌技艺等数十个非遗项目

的
9!7

余件展品在此展出'

东城区非遗博物馆将定期邀请非遗传承人

在展区内进行非遗技艺现场展示! 随着馆藏物

品的增多!博物馆还将扩充面积!打造北京市规

模最大(展品最全(馆藏最丰富的非遗博物馆'

*馆藏无价+收藏有功+点赞/-

五花八门的高考.励志$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