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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共享单车、广
场舞的负面消息很多，将单车
据为己有、噪音扰民的新闻接
二连三地见诸媒体。持续不散
的热度，也让这两个词成为外
国人读懂中国的“关键词”。
与负面信息相伴的是关于国民
素质的哀叹，有些声音听着很
刺耳，比如“国人不配享受先
进服务”“中国人的素质没希
望了”云云。

进入世界视野的负面新
闻，的确暴露了一些素质层面
的弊病。但由此斥责中国人不
配如何如何，将局部批评泛滥
为整体否定，也太过偏激，在
全球化的语境下，更需慎下类
似的判断。

对国人来说，发出素质低
下的感慨时，潜意识里有划界
的心理，将自己独立于那个群
体之外，觉得对方让自己很丢
人。这是有民族自尊心的表

现，但也容易给世界造成“问题
当前，国人只会嘲讽指责”的印
象，甚至会强化“中国人素质的
确不行，连自己人都这么说”的
偏见。真正寻求解决，不能止
于这样冷漠的划界。

对渴望读懂中国的国际友
人来说，评价一国的素质，同
样需要审慎。我不是遮掩家
丑，但轻言“中国素质如何”
的论调，过度放大先天积弊的
影响，忽视了后天培养的可
能。须知，国民素质从不是与
生俱来。世上没有哪个国家的
公民，天生就比别国更“配”
享受优质的服务。“公共素
质”，只能在参与公共生活、
接触公共规则中慢慢磨合。在
城市文明与规则秩序方面，我
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的确起
步晚、发展迟，磨合的过程，
也必将漫长而痛苦。

国民素质也不单单是公民

个体的觉悟问题。很多人做出
“没素质”的行为，是基于对
现实的观察——违反规则的成
本过低、影响别人休息也不会
受到惩罚，大可不必为了秩序
的尊严让渡自己的小利益。因
此，我希望世界读解中国的目
光，能够稍稍耐心些、深邃
些，透过素质问题的表层，看
到背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心
理、管理水平的困境。

从本质上说，共享单车和
广场舞的窘境，不只是针对国
民素质的考问，也是对管理者
智慧的考验。破解这些难题，
指望“中国人素质低下”的叹
息无效。需要世界向我们敞开
怀抱，让我们在更广阔的范畴
内寻找新思路——这，远比一
声情绪化的抱怨更意味深刻、
悠长。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在读硕士）

请慎下“中国人没素质”的结论
王昱

在城市安家，是父辈的梦
想，也是我的梦想。但身处城
市，览尽繁华的同时，我也深深
感受到各种不便，看到大大小
小的车辆穿行马路上时，拥堵
的不只是交通，还有人心。直
到我在街头上看到了一辆黄色
单车，这一抹黄色让我眼前一
亮，我开始向往这种骑着单车
穿行在马路上的感觉。告别拥
堵，享受绿色，遇见的人和事都
成了被忽略已久的风景。

毫不夸张地说，以“小黄
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正改变
着民众的生活出行方式，在“绿
色、和谐、低碳”的新生活理念
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小黄
车”作为出行工具。这不仅是
当下国民践行低碳生活的一种
有益尝试，也是“互联网+”时
代下民众出行方式的一种变
革。看似普通的“小黄车”，却

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既映照出互联网对民众生活方
式的改变，也映照出民众对绿
色、低碳生活的回归。

我最喜欢做的，就是在某
个周末的黄昏，骑着共享单车
走在乡间道路上。美丽乡村，
美在村村都通的公路和公交；
美在繁荣的乡村旅游和特色
小镇；美在传统民居与科技时
尚的融合。时代的巨变下，遍
布祖国角角落落的乡村也在
悄然变化。不同的山和水，不
同的人与情，广袤的中国土地
上，小巧精致的美丽乡村犹如
一颗颗耀眼的明珠。骑着共
享单车，穿越乡间小道，时代
发展下的新事物遇见了最传
统的美好，每一寸乡间土地都
对此热情接纳。因为，美丽的
乡村在守护传统，也接受创新。

夜幕降临，我依旧无心返

回。到了饭点，就近找了个庭
院参观。在乡村旅游发展如火
如荼的今天，遍布乡村的农家
乐吸引了不少城里人，可口的
饭菜、美丽的风景，填补了人们
心中对于美好的向往。吃着可
口的乡村饭菜，门外不知何时
响起了音乐声，快乐的乡里人
跳起了动感的广场舞，这是属
于他们的夜生活。骑共享单
车，享受科技之下的便捷生活；
逛美丽乡村，感受发展之中的
美丽变化；看广场舞蹈，体验夜
幕之下的乡村夜生活。这是我
的普通一天，也是属于中国人
的普通一天。

一辆共享单车、一方美丽
乡村、一支广场舞，这是中国社
会的真实缩影，也是中国发展
的清晰写照。

（作者系四川省绵阳市第
二中学教师）

骑着共享单车逛美丽乡村
王瑶

来，一起 高考作文
6月7日上午，全国高考语文卷开考，940万考生走进考场。高考作文题历来备受关注，这一

次我们约请了大学生、教师、媒体人等一起来写高考作文全国卷I，并请读者为他们打分。

全国卷I

阅读一下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分）
据近期一项对来华留学生的调查，他们较为关注的“中国关键词”有：一带一路、大熊猫、广场舞、中华美食、长城、共享单车、京剧、空

气污染、美丽乡村、食品安全、高铁、移动支付。
请从中选择两三个关键词来呈现你所认识的中国，写一篇文章帮助外国青年读懂中国。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选好

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除了故乡的亲友，身处异
国他乡的中国留学生最思念的
莫过于中华美食。不论是以天
下精华荟萃为特征的北京菜、
酸甜可口的淮扬菜，还是甜淡
味美的广东菜、香辣十足的四
川菜，“舌尖上的中国”早就
成了一张中华文化的名片，从
征服无数外国友人的味蕾开
始，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播
撒至四方。

如果有外国友人来华，不
必言谈太多历史文化，先请人
家到访全聚德烤鸭，香酥诱人
的鸭肉背后承载了太多文化记
忆。至少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之后，世界目光对中国的聚
焦，进一步摆脱了曾经的偏
见，古老的文化不再象征着陈
旧、落后，被西方赋予了“无
与伦比的魅力”。

然而，在国际竞争日益激
烈的今天，只有源远流长的历
史文化是不够的。古埃及文明
早已尘封于大漠狂沙之下，古
巴比伦、古印度的文化也在外
族多次入侵后几经断裂，古希
腊的文化仍需要考古学者孜孜
矻矻地钻研才得以重见天日。
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至今，凭
借的当然不是“我老我有魅
力”的逻辑，而是不断与时俱
进的创新能力和坚韧不拔的前
行脚步。

日本新干线列车在富士山
下飞速驰骋的时候，中国改革
开放的大门还未推开。而五十
年后，当欧洲一些发达国家面

对陈旧的基础设施和每年增长
缓慢的经济指标时，中国的高
铁建设正以超凡的速度加快推
进。从北京乘坐夕发朝至的列
车，只需要 8 个小时就可直达广
州、深圳，早晨从北京乘坐高
铁，傍晚就能在厦门鼓浪屿聆
听海浪击石的声音，最新开通
的上海到兰州的高铁，只用 10
个小时就可以从黄浦江畔飞驰
前往西北风景的雄阔壮美中。

高 铁 作 为 科 技 革 命 的 产
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形象中
的新符号。思想家福柯论述现
代性时，将其视为一种“令人
晕眩的感觉”，在飞速前行的
高铁车窗前向外望去，无数风
景加速向后流逝，就像中国日
益加速的发展步伐，当窗外的
田野、树木变化速度加快后，
乘坐其中的体验，也让人感觉
到自己身处更快更高效的生活
节奏中。

中华美食勾连着古代文明
的灿烂，高铁则隐喻着中国迈
向现代化进程更快的速度、更
坚实的方向。我们没有错过人
类文明最古朴的起点，曾让茶
叶、烹饪技艺令古代世界惊
叹。尽管在工业革命之际，我
们一度因妄自尊大错失了前进
的契机，但在当代，借助科技
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再
也不会走错方向，在世界文明
之林中，古代和现代文明成果
的音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钟乐和鸣、悦耳动听。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美食与高铁：
古代与现代的交响曲

黄帅

凡是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朋
友，如不到长城走一走、看一
看，未免有些遗憾。因为长城
是中国的第一名片。“不到长城
非好汉”，中国人以长城为骄
傲，更以长城为目标。

历史上，长城作为重要的军
事防御设施，时刻抵御着外来侵
略，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时至今日，和平年代中的
长 城 已 是 中 国 人 民 的 精 神 象
征，“万里长城永不倒”便是种
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长城
精神”。长城精神始终一代代地
传承下去。自信、豪迈的中国
人以“长城精神”为鞭策和动
力，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阔
步前行。

站在长城之上，当脚踏青
石，手扶方砖，你会情不自禁
地想起勤劳的中国人民。在古
代，能建造出屹立东方的气势
雄伟的历史工程，这正是对中
国人民智慧和精神的最好诠释。

如果说长城彰显着古老国
度的神奇魅力，那么近年来风
靡中国各地的广场舞，则焕发
出古老中国的年轻姿态。

每当晚上响起 《最炫民族
风》《站在草原望北京》《小苹
果》 等流行神曲时，大妈们纷
纷走向广场，跳起曼妙、绚丽
且富有时代气息的舞蹈。而且

中国大妈们还走出了国门，远
赴法国、俄罗斯等地，把广场
舞舞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中国大妈们时尚的健身方
式，表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
从 温 饱 向 更 高 质 量 、 更 加 环
保 、 更 加 健 康 的 精 神 生 活 转
型。当然，广场舞也不是大妈
们的专利，中国大爷们也追求
这种休闲方式。

长城是古代劳动人民用双
手一起建造防御敌人的，广场
舞则是中国大妈们跳出来的，
共建共享已是当下中国人民践
行的发展理念，中国人用共享
的生活方式托起一个和谐的社
会。

这不，共享单车已出现在
中国的校园、地铁站点、公交
站、社区。政府买单，你来享
用，只要你伸手呼应，“小黄
车”将解决你的出行问题。中
国人从来不吃独食，也不再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虚高的
GDP,中国人用共享的方式实践
着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朋 友 ， 当 你 踏 上 中 国 土
地，你会感觉到，一个古老而
又 年 轻 的 中 国 正 用 开 放 、 包
容、文明、和谐的姿态拥抱你
我、拥抱整个世界。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
区齐村镇中心小学教师）

长城·共享·广场舞
赵侠

全国卷（II）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下面6个古诗句选2个或者3个，自行立意，确定文体，自拟题目。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3.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
4. 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魏源）
5.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鲁迅）
6.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无数名句化育后世。读了上面六句，

你有怎样的感触与思考？请以其中两三句为基础确定立意，并
合理引用，写一篇文章。要求自选角度，明确文体，自拟标
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全国卷（Ⅲ）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来，高考为国选材，推

动了教育改革与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40 年来，
高考激扬梦想，凝聚着几代青年的集体记忆与个人情感，饱含
着无数家庭的泪珠汗水与笑语欢声。想当年，1977 的高考标志
着一个时代的拐点；看今天，你正与全国千万考生一起，奋战
在2017的高考考场上⋯⋯

请以“我看高考”或“我的高考”为副标题，写一篇文
章。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
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北京卷

说纽带或共和国，我为你拍照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700字。
1. 纽带是能够起联系作用的人或事物。人心需要纽带凝聚，

力量需要纽带汇集。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的交流、
历史的传承、社会的安宁、校园的和谐等都需要纽带。

请以“说纽带”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2. 2049 年，我们的共和国将迎来百年华诞。届时假如请你

拍摄一幅或几幅照片来展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成就，你
将选择怎样的画面？

请展开想象，以“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要求：想象合理，有叙述，有描写。可以写宏大的画面，

也可以写小的场景，以小见大。

江苏卷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
文章；文体不限，诗歌除外。

生活中离不开车，车，种类繁多，形态各异。车来车往，见证
着时代的发展，承载了世间的真情；车来车往，折射出观念的变
迁，蕴含着人生的哲理。

天津卷

重读长辈这部书
请根据下面的材料，写一篇文章。
我们在长辈的环绕下成长，自以为了解他们，其实每一位

长辈都是一部厚书，一旦重新打开，就会读到人生的事理，读
到传统的积淀，读到时代的印记，还可以读出我们自己，读出
我们成长时他们的成长与成熟，读出我们和他们之间认知上的
共识或分歧⋯⋯

十八岁的我们已经长大，今天的重读，是成年个体之间平等
的心灵对话、灵魂触摸，是通往理性认知的幽径，请结合自己的生
活阅历深入思考，围绕“重读长辈这部书”写一篇作文。

要求：1. 自选角度，自拟标题；2. 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
特征鲜明；3. 不少于800字；4. 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山东卷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少于800
字的文章。

某书店开启 24 小时经营模式。两年来，每到深夜，当大部分
顾客离去，有一些人却走进书店。他们中有喜欢夜读的市民，有
自习的大学生，有外来务工人员，也有流浪者和拾荒者。书店从
来不驱赶任何人，工作人员说：“有些人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但他们只要来看书，哪怕只看一页、只看一行，都是我们的读者；
甚至有的人只是进来休息，我们也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要求：1. 选准角度，自定立意；2. 自拟题目；3. 除诗歌
外，文体不限；4. 文体特征鲜明。

上海卷

预测，是指预先推测。生活充满变数，有的人乐于接受对生
活的预测，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 （2）不少于800字

浙江卷

阅读下面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位作家说，人要读三本大书：一本是“有字之书”，一本

是“无字之书”，一本是“心灵之书”。
对此你有什么思考？写一篇文章，对作家的看法加以评说。
注意：1. 题目自拟。2. 不得少于800字。3. 不得抄袭、套作。

2017年高考 作文试题一览

写

锁，对于人们来说，是保护
自我物品与空间的需要。但对
于经济与时代发展来说，解锁
或许能给人们带来更为方便、
快捷、经济的生活。

有人说在这个时代，只需
要带着手机出门，就可以顺利
解决各种消费需求。而手机

“解锁”也早已是生活中的常规
动作。尤其是共享单车出现
后，人们只需拿出手机打开相
应的应用软件，扫描二维码，即
可轻松解锁一辆单车。这一过
程，不过几秒钟，但却省却了等
待公交、出租的时间。而在共
享单车出现之前，人们出行时
往往会纠结于自有单车的安全
问题，锁住是最直接的选择。
共享单车的出现，不仅轻易改
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改写
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其实，“解锁”的理念，对于

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两
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从古长
安出发的丝绸之路，打破国与
国之间的藩篱。历史中的悠扬
驼铃与舟楫远影，打开的是锁
在国与国之间贸易交流的锁。
对于经济交流与发展来说，我
之蜜糖，对于他人来说，未必不
是蜜糖，而这样的蜜糖亦可共
享之。

5 月 14 日在北京召开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将古丝绸之路的经济“朋友
圈”变得更为庞大。深度连接
的世界经济，将一国经济的呼
与吸都无限放大。“一带一路”
无疑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脚
步，但它给我们更深层次的启
示是，既然国与国之间的经济
命运早已紧密相连，为何不卸
下这把“贸易保护主义”的锁？

在古代苏州园林中，常常

设有花窗，引四时之景入室，这
也可称为“借光”。对于经济发
展来说，这扇不设锁的花窗之
光，或可大到“一带一路”，亦可
小至共享单车，照亮了一个开
放、共享的时代。

对于这样一个开放的时
代，共享经济是对全球化趋势
的一次解码与注脚。或许，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经济发展趋
势如果不加入时间的刻度，就
会难以察觉。但共享经济却在
生活中可知可感，试想一下，在
赶赴目的地的过程中，在转角
处刚好遇到一辆共享单车，拿
出手机扫码解锁，即可轻松前
行。有什么会比这样的事情更
令人心情愉悦呢？

进入“解锁”时代，对于每
个经济发展体来说，这样的“小
确幸”也将会无处不在。

（作者系本报记者）

“解锁”时代
李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