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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张天杰

7月7日清晨不到7点，一辆贴着“‘雷锋的士’志愿服务
队高考直通车”标识的出租车，稳稳停在育才中学门前的天桥
下。十几分钟后，考生小周在父亲的搀扶下出现在车前，“雷
锋的士”志愿服务队队员徐伟赶紧下车，把小周父子接上车。

今年是徐伟开出租车的第25个年头，也是他参加“爱
心送考”的第12年。作为一名有经验的送考“的哥”，他与
小周再三确认是否带好考试用具，又把事先准备好的鸡蛋、
牛奶递给父子俩。一切准备就绪后，徐伟驱车前往小周的
考点——杨家坪中学。

十分钟后，徐伟安全驶达考点。他停好车，和小周父亲
一起把小周送进考点。在小周转身对自己说“谢谢”的一
刻，徐伟递上两张心意卡：“娃儿，加油！考完我还来接你！”

记者了解到，两张心意卡都是徐伟手绘，分别画着一个
大拇指和一朵向日葵，笔法虽不娴熟，但诚意满满。徐伟
说，自己想用这种方式为孩子点赞，希望他一举夺魁。

儿子进考场后，周先生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小周端午节
前突发疾病，刚做完胆囊手术，无法乘坐学校统一组织的送
考大巴。因为这事，夫妻俩慌了神，几天前在网上看到“雷
锋的士”爱心送考的新闻后，马上进行了电话预约。“雷锋的
士”志愿服务队了解到小周的情况后，打破以往“只送不接”
的规矩，由优秀“雷锋的士”队员提供全程接送服务。

送考看起简单，却离不开每一位志愿服务队队员的细
心。徐伟告诉记者三个细节：一是对车辆的消杀工作要做
仔细；二是对行车路线和时间安排要详细；三是在考生上下
车时，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考试用品。

上午9点考试开始后，徐伟并没有离开现场。他告诉
记者，因为小周的情况特殊，他这两天不跑业务，来回八趟
专职接送小周，考试期间也会全程在考场外等待。

据了解，7月7日、8日高考两天，重庆市1648辆“雷锋
的士”、2500余名志愿服务队队员，随时为需要送考的考生
提供爱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张天杰）7月7日8
点20分左右，一位特殊的考生引起了在二十九中考点执勤
的渝中区公安分局解放碑大队民警刘长明的注意。

这名考生坐着轮椅，由家人推着来到二十九中校门
外。二十九中校门外是一个长度约100米的缓坡，刘长明
见状立即上前询问情况。原来，这名求精中学的学生婷婷
（化名）两周前得了急性滑膜炎，无法下地行走，不得不使用
轮椅。刘长明与另一名执勤民警一起把她推到考场楼下，
然后背着她上了四楼，把她送到座位上。临走时，满头大汗
的刘长明还不忘鼓励婷婷调整好心态专心考试。

下午2点30分，天空突降大雨。仍在二十九中考点执
勤的刘长明又见到了穿着雨衣前来考试的婷婷。担心婷婷
被淋湿，刘长明迅速上前从婷婷家长手中接过轮椅，快速推
着轮椅爬上坡，朝着考场方向推去。进入校园遇到台阶，刘
长明一个“公主抱”抱起婷婷，再次把她送到四楼的座位上。

执勤民警温馨“公主抱”

患病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7月7日，我市18万多考生迎来高考。

2020年高考，注定特殊。猝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寒假一延再延、返校日期一推再推、居家

复习一言难尽，各种情绪五味杂陈。因为疫情，2020年高考延至7月举行；因为疫情，学子们体会到团结、守纪、奉献、牺牲的山

河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特殊财富。

如果注定特殊，那就意味不凡。祝愿考生们顺利、圆满完成人生中的这次大考。

考生：今年高考作文写起来很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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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公主抱”考生婷婷。 （渝中区公安分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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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九龙坡区杨家坪中学考点。当日考试结束后，带着轻松自信笑容的考生们乘坐大巴离开。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7月7日，九龙坡区杨家坪中学，“雷锋的士”驾驶员徐
伟（右一）在接送考生。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
试环境，我市从6月22日至7月14日全面开展“严查噪声
污染 确保高中考环境”专项执法行动，在此期间违规施工
将被实施罚款20万元的顶格处罚。

据了解，7月6日夜间至7月7日凌晨，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对部分工地进行突击检查，3处建筑
工地疑似夜间作业扰民被警告，并将接受进一步调查处
理。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880人次，检查
噪声敏感点位2223个。

高考期间专项执法

违规施工顶格20万元处罚

试卷的结构保持了全国高考试
卷稳中有变的风格，重视数学本质，
突出理性思维、数学应用、数学文化，
突出对关键能力的考查。

具体来讲，第一，试题整体稳定，
结构略有调整。选填题第1、2、5、6、
8、9、10、13 都是常规题，主要考核三
角函数、概率与统计、解析几何、立体
几何、导数、极坐标与参数方程及不
等式。

第二，体现创新性，考查数学阅
读理解能力，很好地反映了新课程改

革理念，突出了对学生的创新应用意
识的培养。例如，理科第12题以周期
序列为背景，主要考查学生对新概念
的理解、探究能力。

第三，结合生活实际，发挥学科
特色，考察数学文化素养。数学学习
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用数学方法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这次考试中也
有集中的体现。如文科第4题（理科
第3题）是以防疫期间志愿者参加某
超市配货工作为背景，考查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生学习数学要注意几个方面：
其一，建模能力。要学会从实际问题

中抽象出合理的数学模型，在数学学
习过程中注重培养审题及数学应用
的能力。其二，阅读能力。高考注重
对传统文化和数学应用能力的考察，
要求考生从繁杂的文字中提炼出数
学信息，转化为数学语言，进而解决
问题。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要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准确关联题目信息
与所学知识点，能从实际问题中抽象
出合理的数学模型。

本报记者 匡丽娜 王丽 收
集整理

巴蜀中学高三年级数学教研组长李蔓莉：

注重建模能力和阅读能力培养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 李星
婷 王丽)今年，重庆高考语文试卷
是全国Ⅱ卷，作文要求考生阅读一段
材料，并以“携手同一世界，青年共创
未来”为主题写一篇演讲稿。

“阅读材料中，虽然没有出现新
冠肺炎疫情等相关文字，但提到了

中国和其他国家互相援助物资，这
些都是热门话题，在之前的备考中
都有准备。”重庆一中考点考生杨双
霜如是说。

很多考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
次作文题目在自己的复习范围内。

“考试之前，看了不少有关抗击疫情

主题的文章，疫情本身也是自己亲身
经历，考场写作时比较顺利，很有感
觉。”重庆一中考点考生李朝阳告诉
记者。

“正如材料中写的：消失吧，黑
夜！黎明时我们将获胜！我们相信
疫情总会过去，光明就在不远处！”巴

蜀中学考点的一位学生颇为感触地
说，受疫情影响，高考延迟一个月，但
自己并未受多大影响，反而是疫情期
间涌现的抗疫英雄故事让自己备受
鼓舞。作为青年一代，更要勇担当、
敢作为，携手世界共创未来，而这也
正是他这次作文的主题。

由于使用不同的试卷，2020年
高考语文试卷作文题共11道，其中5
道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分别为全
国Ⅰ卷、全国Ⅱ卷、全国Ⅲ卷、新高考
Ⅰ卷、新高考Ⅱ卷。天津、上海、江
苏、浙江各命制1道，北京命制2道。

记者梳理发现，11道作文题中有
多道题目与疫情相关。疫情所引发
的全社会对于个体与群体关系、全球
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职业情怀等各
方面的思考，均体现在命题中。

如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疫情
中的距离与联系”，选取中国抗疫行
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特定的视
角提出写作任务；天津卷的“中国面
孔”，则聚焦疫情下的医务工作者等
人物；全国Ⅱ卷作文题“携手世界，共
创未来”，引导学生从相互支持、团结
合作入手，思考人类的危机应对之道，

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前瞻性。
相当一部分作文题目贴近生活、

以小见大，引导学生感悟人生、发现
自我。如全国Ⅲ卷的“如何为自己画
好像”，全国新高考Ⅱ卷的“带你走
近 ”，北京卷的“一条信息”，上海
卷的“转折”等。

近年来中学教育对于历史和古
典文学的重视，充分体现在高考作文
中。高考语文命题组专家表示，全国
Ⅰ卷作文题“历史人物评说”，材料有
齐桓公、管仲、鲍叔君臣合作、共成霸
业的历史陈述，有后人对历史人物的
不同评价，让学生感受历史、品评人

物、观照现实、思考个人发展。
此外，北京卷涉及的北斗卫星、江

苏卷的智能互联网等主题涉及最新科
技话题，彰显了高考命题的前沿性。

专家指出，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
与重大社会生活事件做到了有机融
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
示，考生写作成功的关键，在于关心
社会时政，充分了解、积极思考个人
在集体、社会、国家、世界发展中的责
任和使命。

对思辨能力与批判性思维的考
查，也体现在今年作文命题中。太原
成成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林林表示，

今年的试题加强了对批判、辩证思维
的考查。比如，全国Ⅲ卷作文“如何
为自己画好像”，通过设置充分的思
辨空间，由浅入深考查了学生对这两
项能力的综合运用。

此外，对实用文体掌握能力的考
查，也是今年作文命题的新特点之
一。全国Ⅰ卷要求作文为发言稿、全
国Ⅱ卷的要求是演讲稿形式、全国Ⅲ
卷规定体裁为书信、全国新高考Ⅱ卷
规定写主持词。

（“新华视点”记者舒静、胡浩、宋
佳、郑天虹、王菲菲）

（据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全国11道作文题里藏了什么文章？

考生首先要领悟材料主旨，确立
写作主题，“可以围绕团结一致、守望
相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题进行写
作，体现当代中国青年的使命担当与
责任情怀。”董小玉说。

在写作技巧上，董小玉建议，考生
可选择经典的名家名言，提升作文的
思想深度和文化底蕴，同时又照应时
事热点。如，“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
患若一，所忧同也”（《邓析子》）的同舟
共济思想；“单则易折，众则难摧”（《北
史》）的合作共赢思想。同时，考生在
写作中需要联系现实社会、关注时代
发展。既可引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思想，也可以讲述新冠疫情下

“最美逆行者”“最美00后”等当代中国

青年的故事和大无畏精神。
董小玉强调，在写作上要突出文

体特征，体现演讲特性。首先，演讲
稿的题目要既体现主旨又富有诗意；
其次，在内容上体现情、事、理的结
合，含情说事、以事说理，避免空谈；
在结构上，演讲稿应注重开篇的引
入、正文的口语化和结尾的号召力。

“总之，这次作文命题，呼应时代
主题，关注社会现实，引导考生树立
全球视野，关爱世界的胸襟。”董小玉
表示，作文还强调语言的实际运用，
让考生以参与者的身份设身处地将
个人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发展、世界
的进步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联结在
一起，很有导向价值。

西南大学二级教授、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生导师董小玉：

要树立关注全球的视野和胸襟
今年全国Ⅱ卷作文延续了材料

作文的基本思路，材料涉及了今年热
点事件新冠疫情，但并不是考疫情本
身，而是以抗疫物资标语为主要素
材，引导学生从相互支持、团结合作
入手，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立
意。同时，创设了“世界青年与社会
发展论坛”中国青年代表参会这一情
境，学生应该要把握好从当代中国青
年这一角度谈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认识与理解。此外，演讲稿的写作也
强化了对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考查。

本次作文彰显了培根铸魂、立德
树人的导向。引导当代青年坚定理想

信念、厚植家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
展现当代中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对学生而言，本次作文稳中求新，
不偏不怪，让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又
能在情景把握、逻辑语言等方面形成
一定区分度，是一个很好的作文题目。

对教师而言，本次作文给我们的
备考启示，除了常规写作训练必须扎
实进行外，主要有四点：一是坚持培
根铸魂、立德树人这一导向；二是把
握时代脉搏，紧贴时代精神，关注热
点话题；三是培养学生作文时的情境
意识和身份意识；四是注重基础，重
视对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

重庆外国语学校高2020届语文备课组长袁宇：

彰显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导向

今年高考作文题有何特点？对中学语文教学带来怎样的启示？数学试卷又有什么新变化？
7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邀请三位专家就此进行了点评。

【专家点评】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星婷 王丽 收集整理

“娃儿，加油！
考完我还来接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