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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

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

水喜洋洋。”这是对端午节生动的

描述。而在迎接端午的活动中，

最富有节日气息的就是包粽子、

制作香包。

端午三天假期，因为天气燥

热，不少人选择宅在家中，吹着空

调吃着冰西瓜，与其在家与西瓜

为伴，过着和平时周末没区别的

端午假期，不如到恒大·美丽沙

营销中心，“粽”享欢乐！

欢乐“粽”动员&冰
爽节清凉来袭！

6月 9日-11日，恒大·美丽

沙营销中心，现场有新潮的抹茶

玄米粽子DIY，鲜艳清新的色泽，

晶莹剔透的表皮，简直像一份艺

术品，让人爱不释手！端午节，当

然少不了制作香包，将一粒粒珠

子，一包艾草，一条鱼线，依次串

联在一起，系上彩绳，缀上流苏，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香包诞生了，

清幽的香气弥漫开来，沁人心脾。

更有哈根达斯、水果绵绵冰

品鉴会，让您品尝舌尖上的凉爽

美味！当传统节日与哈根达斯完

美邂逅，开启一场舌尖的奢享之

旅，用一场浪漫的味蕾盛宴，为您

的假期带来一抹清爽色彩。精选

新鲜甘甜的水果，真材实料制作

而成的绵绵冰，绵柔似锦，滋味醇

厚，轻轻一勺，香浓美味在舌尖蔓

延！还在等什么？这个端午节，

快来恒大·美丽沙，“粽”享欢乐，

冰爽一夏吧！

3300亩滨海度假领
地，都会城市悠养境界

恒大·美丽沙集萃一线滨海

风情，200亿超凡手笔，打造3300

亩城市滨海度假城邦，尊享10里

城市黄金海岸、3大公园、7大广

场、10万m2滨海风情商业街、国

际疗养中心、249米超高层海景酒

店、高端亲海住宅，30万m2内海

循环系统，等于一体，成就海岛城

市人居品质典范。

天颐组团，全新开盘
恒大·美丽沙，天颐组团，全

新开盘！ 65-160m2瞰海美宅 、

54-130m2亲海洋房、266-270m2

流水叠墅、406-570m2养生独栋

火爆劲销中。

18地块，性价比之王，9588

元/m2 起，送 1600 元/m2 精装。

酒店式托管服务8年，无忧度假，

业主每月可获得经营收益的

50％，每年享受15-30天入住恒

大·美丽沙的度假权益。

电话：66158888

项目地址：海口市海甸岛碧

海大道29号（世纪大桥向北至海

边）

欢乐“粽”动员，陪您浓情过端午！
——恒大·美丽沙，诚邀您“粽”享欢乐

专业人士分析认为，为应对近年来激增的高考高科技作
弊，教育部门的反作弊也在不断从“人防”到“技防”升级中，
但高科技作弊手段不断翻新，防舞弊某种程度上是“跟着
跑”。目前随着20多个省份实行“全国一张卷”，也应警惕通
过网络、无线电设备等跨区域实施作弊。

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
在加强惩处力度和技术投入
的同时，彻底封堵舞弊空间，
还要从根源上入手。同时，
要增强阅卷阶段的公正性和
考试成绩发布的透明度。
（新华社长春6月7日电）

高考作文题
有哪些趋势和特点

神奇的书签、“老腔”、虚拟与现实、小羽的创业故事、“话长话短”……今年全国高考作文可谓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一
些教师和专家认为，今年的作文题材既贴近生活也充满了新意，但也有一些人“吐槽”部分题目“看不懂”“没话说”。

今年的作文题目有哪些新特点？透露出今后作文题材哪些趋势？“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多位一线教师和教育专家。

7日中午，部分高考作文题一经公布，即被考场外的“考生”冠上了各种“最”的称号。

□ 考察学生想象力，万能模块不再
“万能”。专家认为，今年北京卷考题“神奇

的书签”、山东卷的“备好的行囊”，都在引
导学生大胆发挥想象力。北京八中一名高

二学生说，这种题目让之前大行其道的万
能金句和故事不好使了。

相关专家介绍，高考作文是最
能展现考生综合素质的一道试题，从
近几年高考作文的变化情况来看，今
后作文命题将更贴近现实、更注重传
统文化、更注重考察综合能力。

□“三贴近”将更为突出。程
丽华告诉记者，未来作文题目将更
贴近社会现实、贴近学生生活、贴
近社会主流思想，更关注人与自
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等具有人性内涵的立意，“高考作
文不再一味是心灵鸡汤，将来的作
文将进一步引导考生实话实说，回
归学生的‘本我’，体现出语文立德
树人的核心作用。”程丽华说。

□ 传统文化将更受重视。专
家认为，今年的“老腔”，以及近几年
的“老规矩”“忧与爱”等题材，其实
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比重在高考
作文中的不断提升。“高考命题的一
个新课题是要让当代学生认识到传
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继承中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以实现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教育部
考试中心主任姜钢表示。

□ 综合能力趋向更为明显。
赵举宝等业内人士认为，未来高考作
文话题将更具发散性，强化联想和想
象，从而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在他看
来，未来的学生应从“一心只读圣贤书”
转变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只有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想象力、思辨
能力，才能在各种话题中游刃有余。

此外，“全国一张卷”正成为改
革大趋势。2014年全国有16省市
实行分省命题，而今年全国有26省
份使用统一命题试卷。储朝晖认
为，随着命题适用范围加大，在兼顾
普适性的同时，需要结合高校人才
选拔的新要求，加大试题创新，让作
文同题适用于最广泛学生，同时又
具有区分度，作出科学有效评价。

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
长温儒敏坦言，和阅读题、知识题
等比起来，作文题的设计其实更
麻烦，既要创新又要稳妥，要防止
雷同、套题，还要考虑到阅卷评分
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等，高考作
文一直试图在客观评价性与人文
性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未来作文题
将更注重综合能力

2016年高考作文“N宗最”

贴近生活紧扣热点 思辨与想象力并重

2016年全国高考拉开大幕。教育部数据显示，今年报名
考生达940万名，防范高考舞弊再度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
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实施后，能对遏制高考舞弊起到多大效
果备受关注。高考舞弊严重破坏了公平秩序，各地为此连续
多年出台严厉打击措施。面对不断升级的作弊手段，到底该
如何织密织牢安全网，有效消除高考舞弊？

记者7日上午在上海、长春、武汉、沈阳等地的部分考点
看到，考生入场时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对考生信
息进行多次反复核验，并运用安检门、金属探测器等对考生
进行检查，确保没有违禁品带入考场。

各地为严防有人借助无线电作弊，投入了不少专业力量
进行监测。在沈阳市43中学考点门前，一辆顶着大圆盘的无
线电监测车正在工作，据介绍，今年投入的监测车压制信号
功率更大，频段更宽，距离更远，且不会影响考场周边的正常
通信。

长春市考场监控系统面向部分考生家长代表开放，全省
所有考点的考试全程都将被录像，并在考后进行再次核查。
今年吉林省考生依然不被允许穿戴含有金属物品的服装鞋
帽入场，所有携带物品均要接受反复探测核查。

在上海华二附中考点，送考教师姚红告诉记者，为了防
止学生高考舞弊，老师们不仅在考试前反复强调，更是在平
时的大小考试中都向学生传递：分数固然重要，一个人的人
品道德更重要，不能触碰考试纪律红线。

采访中不少送考教师和家长表示，对刑法修正案（九）和新
修订的教育法对作弊者起到震慑作用非常期待。

？？
虽然“最严高考”等字样在高考前的媒体宣传中频频出

现，但仍然有人冒险作弊并最终被查获。记者梳理已经宣判
的部分案例和一些媒体曝光的作弊事件发现，目前高考作弊
主要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技术型舞弊。在有关部门破获的案件中，骨传导、米粒耳
机、橡皮擦接收器等“高考神器”频频出现于高考考场，场内
外人员密切配合传输答案。一些案件的判决书中提到，销售
作弊器材的人员往往都是团伙作案，通过网络发展下线，甚
至把魔爪伸向学生信任的老师进行兜售，形成了销售、指导
等全流程链条。

替考型舞弊。去年高考期间，江西南昌发生外地人员替
考事件，有关部门人员弄虚作假，外省籍考生在江西报名、体
检、考试一路顺畅。还有一些地方曝出替考事件，在这种真人
替考的舞弊行为中，组织者、“枪手”等已经成为组织严密的产
业链，不断突破监管底线。

纵容性作弊。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由
于高考后地区间存在相互比较的情况，考上多少知名院校往
往是重要衡量指标，因此有的地区对某些作弊行为“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采取纵容态度。

“亮剑”舞弊者 一年严过一年

舞弊花样层出不穷 严防之下仍有人闯“红线”

防舞弊不能“跟着跑”

⬅ 6月7日，在河北省石
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考点，考
生进入考场。 新华社发

技防、人防全上阵

940万考生
迎史上最严高考

□ 最接地气:上海卷的“评价他人的生
活”。题中说，评价他人生活变得越来越常
见，这些评价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也越来

越大，人们对“评价他人的生活”这种现象
的看法不尽相同。

对于这个题目，很多网友表示，每个

考生都有题目所需的素材，还能在作文
中体现出个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挺
好。

□ 最难懂:全国卷Ⅰ的“教育和分数”
漫画作文。该题中漫画分两格，上面左
边小孩A手举得分 100 分的试卷，脸上
有个吻印，右边小孩B手举55分的试卷，
脸上有个巴掌印；下面左边小孩A得了
98分，脸上有巴掌印，右边小孩B得了61

分，脸上有吻印。
题目一出，不少人表示“不知如何理

解”，解读纷呈：有人说，这是 A 被表扬
后成绩下降、B被打了后成绩上升的意
思，讲的是教育方式问题；有人说，这是
家长对高分考生要求过于苛刻、对低分

考生过于放纵，反映的是家长对分数的
态度。

广东省高考语文评卷组副组长李金
涛表示，漫画可以有多个视角，可以竖着
看，可以横着看，甚至可以斜着看，从不同
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内容和寓意。

□ 最具科技感：浙江卷的“虚拟与现
实”。题干中提到，当虚拟世界中的“虚拟”
越来越成为现实中的“现实”时，是选择拥抱

这个世界，还是刻意远离，或者与它保持适
当距离？

安徽省合肥市的高考学生家长刘斌说：

个人觉得浙江的题目出得很好，有时代特
色，“浙江好超前”。但也有人提出，这可能
对部分考生不公平，“山里孩子该咋写？”

□ 最思辨:江苏卷的“话长话短”。题
干中称，俗话说，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
人却说，有话则短，无话则长——别人已说
的我不必再说，别人无话可说处我也许有

话要说，有时这是个性的彰显，有时则是创
新意识的闪现。

虽然有网友认为这一题目很接地气，
但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感觉材料与题目前

后逻辑联系不强，彰显个性和提倡创新之
间的关系既不是对立也不是包含或递进，

“这题目好难做”。“反正对于这个题目，我
无话可说。”山东济南一位高二学生说。

□ 贴近学生生活实际。对于全国卷Ⅰ
关于“教育和分数”的漫画材料，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考题与学生

生活联系密切，“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经历，
有话可说”。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等话
题对学生而言也不陌生，今年高考作文中

这类题材继续受重视，如全国卷Ⅱ的“语
文素养提升大家谈”，天津卷的“我的青春
与阅读”等。

□ 思辨性考题依旧唱主角。赵举宝
认为，近年来不少高考作文题目或多或少涉
及人、事、物之间的思辨关系，又注重整体性、
系统性、开放性分析，既关注思维广度，又关

注思维深度，今年仍不例外。例如，江苏卷的
“话长话短”，上海卷的“评价他人的生活”。

从事多年高考作文阅评工作的安徽省
芜湖市第一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程丽华认

为，总体来看，今年各地高考作文题提供的
材料给学生的自主选择空间都比较大，需
要调动学生理性思维能力，自选角度对材
料进行论述，言之有理即可。

□ 更加紧扣社会发展，聚焦热点。
长期研究高考命题的山东省临沂第
一中学语文教师赵举宝说，以浙江卷

的“虚拟与现实”为例，近年来作为现
代科技前沿的虚拟现实曝光度不断
增加，逐渐走进百姓生活；全国卷Ⅲ

作文题“小羽的创业故事”，则与“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当前热点相
关。

A

B

C

➡ 广州启用
“人脸识别＋指纹验
证”严防高考舞弊。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