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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考结束，又一批寒窗苦读
的学子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恨不
得彻底解放自我，做回真正的自己。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毕竟学习的过程
中有太多的压制、太多的烦躁、太多
的困惑⋯⋯

但如果能更理性一点儿看待学习
的过程，谁又可以轻松、简单甚至懒
散地完成学业？谁又可以不费吹灰之
力就可以拿到高分而被名校录取？中
国没有，任何国家都没有；过去没
有，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孟子
早就明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
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从“心”接受
学习的艰辛，才会心甘情愿地受苦受
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连爱迪生这
样的天才，也要付出 99%的汗水才
能取得成功。

高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既不是
生涯的起点，也不是生涯的终点。不
同的分数和相关条件下，大家将走向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在新一轮
竞争中再出发：前景无限多，前景既
是目标，也是风景。

考后会有一个阶段的等待，或静
待花开，或焦躁不安。与其说在等待
结果，不如说结果在等你。结果已有，
不管你心情如何，它已经在那里。

高考后到入学这段时间，该做些
什么？

最现实而又有意义的建议是：
放松心情，但不放纵情绪。可以

听音乐，可以结伴旅游，可以与同学
畅谈，可以读自己想读的作品⋯⋯但
一定不要放纵自己——或饮酒过度，
或彻夜狂欢，或到不熟悉的地方游
玩。在放纵的情况下，人最易犯错，
而有些错会让人遗恨终身。

理性选择，做该做之事。不积极
配合学校的安排、不认真备考，就不
太容易取得高分数。这有些无奈。这
种过度的统一性要求，会一定程度上
牺牲掉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高考
后，时间有了，没有人给你规定任务
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该做的事
情：学习一种新技术，学会一种乐
器，学会一种运动技巧，或系统地读
些名著，看经典影视作品等。如果自
己不善选择，不妨问家长或咨询老师
及专家。

增加体验，向生活学习。学生在
校期间课本知识学得不少，但对生活
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对国情的了
解等，未必真清楚。所以，最好多走
多看，多与普通大众交流，多向一线
人员请教，真正体验一下最普通民众
的生活，借此理解生活的本质和人生
的真谛。如顾炎武所言：“君子为
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
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其实，哪怕只是在家独立买一次菜，
做一顿饭，做一次家务，也会让自己
体验到父母的辛苦。

明道优术，学会做人。无论下一
步在哪发展，也不管学习什么专业，
最重要的还是学会做人。要学会做
人，有不同的路径：可以知理悟道，
即学习理论，特别是科学的理论，借
理论之光悟出生命之道、生活之道、
发展之道、学习之道、交友之道等；可
以知人善道，即向任何领域的成功人
士学习，见贤思齐，同时尽量见不贤而
内省，避免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可以
知慧施道，即将古人的智慧、名人的智
慧、成功者的智慧变成自己行为的依
据和指南。这样不仅可避免或少犯错
误，而且可以事半功倍。

人生有限，而知识无限、智慧无
涯 。 但 愿 今 年 高 考 的 莘 莘 学 子 从

“心”开始，以“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的姿态迎接下一个起点。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
商学院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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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能力主要包括获取事实
信息能力、判断能力、归纳能力和对
语篇结构的分析能力。2021年全国新
高考 I 卷非常重视考查学生阅读能
力，英语阅读素材贴近生活，紧扣时
代脉搏，题材多样，充分体现了对英
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维度——语言
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
力的考查。

具体而言，2021 年全国新高考 I
卷的英语阅读题有何特点？对高中阅
读教学有什么启示？

全国新高考 I卷的英语阅
读题特点分析

阅读语篇体裁多样，话题新颖，
贴 近 生 活 。 试 题 语 篇 围 绕 人 与 自
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大主题语
境。阅读理解第一节 A 篇是应用文，
主题语境为“人与社会”，以酒店推
荐为主题，介绍了罗马四家招待所的
情况。阅读 B 篇是一则新闻报道，主
题语境为“人与社会”，介绍了一个
特殊的职业——翻谱员。阅读 C 篇是
说明文，主题语境为“人与自然”，
讲述了一项保护水生生物、保护湿地
的法令的由来。阅读 D 篇是议论文，

主题语境为“人与自我”，围绕“情
商是什么”展开，主要讨论了人们对
情商的一些误解、情商的实质、情商
的作用以及未来对情商的研究和发展
的展望等问题。阅读理解第二节的

“七选五”为记叙文，主题语境为
“人与社会”，以“体验法国文化”为
主题，体现了跨文化思维，培养学生
的国际视野。

阅读语篇注重考查学生对不同体
裁文章的解读技巧和对较难语篇深层
次的挖掘。在 2021 年全国新高考 I 卷
中，英语阅读的大多数题目聚焦思
维，推理判断题占较大比重。阅读理
解第一节 15 道小题中，有 9 道小题考
查推断归纳和概括等高阶阅读理解能
力。例如，第31题考查篇章标题，需
要考生根据语篇内容进行逻辑推理并
通过归纳和概括，从而深入思考文章
的主题和思想内涵。第34题要求考生
通过归纳概括来推断作者对待“情商
的普及”的观点和态度。阅读理解第
二节的“七选五”主要考查学生对文
章的整体内容和结构，以及对上下文
逻辑意义的理解和掌握。其中第 36、
37、38 和 40 题为句中设空，考查句
际关系。第39题为段首设空，考查考

生对段落中心句的提炼。在通读全文
和选项、归纳每段段落大意的基础
上，再结合表示因果逻辑关系的连接
词 “So”、 表 示 递 进 关 系 的 副 词

“even”、代词“these”，从而选择出
合适的句子填入文中。

对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启示

认真研读新课标，把握好阅读教
学的方向。认真研读课标和考试大纲
能够帮助教师合理地制订阅读教学计
划，选择恰当的阅读训练材料。要积
极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开展课外阅
读，广泛阅读报纸、外刊等，给学生
提供原汁原味的外媒文章。由于高考
试题多数来自外刊，只有熟悉外刊的
类型和形式，在考场上才能应对自
如。

重视教材，吃透课本。对教材提
供的阅读语篇的理解是重中之重，要
引导学生关注语篇脉络，理清文章的
行文逻辑，形成信息建构，提高信息
整合的能力。阅读教学要基于主题意
义寻求共情和思考点，帮助学生快速
融入情境。在阅读语篇的大意和结构
理解的基础上，研读上下文衔接，训
练逻辑推理能力，落实对语篇词汇的

准确把握。对阅读篇章的理解实质是
考查学生的语言能力、信息整合能
力、上下文逻辑思维推理能力和思维
品质。除了对教材语篇的精读之外，
教师还要围绕教材中每个单元的话
题，拓展相关的背景知识，进而拓展
学生的视野和知识结构，培养学生的
品格与能力。

重视对学生知识性阅读能力的培
养，更要关注他们理解性阅读能力的
提升。能够认识一定数量的词汇，能
够借助字典查阅一个单词的读音和它
在不同语境下的含义，能够正确地分
析句子结构，这些都是知识性阅读能
力。除此之外，掌握理解性阅读能力
更为重要，即学生根据已有的基本知
识，在理性思维能力和感悟能力基础
上形成的转换、分析、概括能力。这
不仅仅是理解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
间的关系，更是识别阅读材料所包含
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了解各要素之
间联结在一起的组织原理，是一个较
为复杂的分析推理过程，需要通过大
量的精深阅读实现理解性阅读能力的
养成和内化。

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通过
大量的练习教学生学会跳读、略读，

以语块单位默读文章，提升阅读的速
度和连贯性。遇到长难句要抓主干、
划分句子结构，提升阅读的准确性。

培养学生灵活使用阅读策略的能
力。对于不同体裁的文章，可以使用
的阅读方法和阅读策略也不尽相同。
如科普说明文的文章结构清晰，通常
在文章的开头提出研究发明及其背
景，主体部分阐述实验过程发现及其
依据，结尾陈述研究的发展趋势和实
际应用背景。说明性议论文的文章结
构通常也分为三部分：描述现象、引
用研究或权威观点，最后得出结论。

根据对 2021 年全国新高考 I 卷英
语阅读试题特点的分析可知，高考英
语阅读重点考查学生的高阶思维能
力。因此，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应尽可
能多地为学生提供贴近学生生活和时
代的阅读素材，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和
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在扩大阅读量的
基础上，教师还应引导学生进行精深
阅读，理解语篇要义，整合文本信
息，准确理解作者意图、观点、态
度，弄懂文章中的长难句。学生只有
坚持读、思、悟结合，才能在阅读中
成长。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黄冈中学）

英语阅读重在培养高阶思维能力
邓静蓉

自强之道，以强心强体并重为
要。于人、于国皆然。木锯绳断，
水滴石穿，积强积弱，皆在人为。
强汉弱宋，岂汉人身体机能有异？
心志不同而已。怀垒石为厦志犹应
付诸行动，常锻炼者方能行积健为
雄，自强王道舍此无它。

中 医 诊 病 救 人 之 法 乃 望 闻 问
切，人之命运、国之命运，则观其
气、闻其声、问其志、切其脉可
知。得过且过的弱者，岂能寄望其
流汗自强?日日闻鸡起舞的人，虽羸
弱而强壮有望。大唐李贺体弱寿
短，不失万丈雄心，虽手无缚鸡之
力，却有“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
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
十州”的心志豪情，身处中唐而诗
有盛唐遗韵。若天假以年，或能有
所作为。吕布武力绝顶，但其心志
弱小，一生沦为“三姓家奴”。可
见，强体强志，缺一不可，且必先
强心志，强健的心志才能指挥肌肉
骨骼用于正道。若志强体弱，体难
承其志，最多成为李贺那样的鬼
才。实现中国梦，要的是体志双全
的强健者，我辈少年，不惧先天不
足的弱，只怕没有改变现状的理想
和行动，不要跛脚的强，那种因为
天生强健带来的骄傲，尤须警惕。

天降大任于斯人斯国，必先令
其居弱、居贫，而后发奋强之。居
弱居贫，才能孕育决绝奋发之志，
才会视劳筋骨壮肌肉为乐。居弱居

贫，才能深知由弱变强的不易，才
知珍惜每一丝肌肉、每一项创造、
每一个充满活力的细胞。

“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
之也会变而为强。”这个“久”，不
含有拖、靠等任何消极怠惰之态度
与行为，绝不是坐等天降好运，而
是靠积健为雄。身体、国力、国
运，家国天下，都在一个“积”。要
积，必须要有远行之志、有奋发之
力、有忍耐之勇，能忍受贫寒与寂
寞，能忍受谩骂与创伤，还有白眼
和冷板凳。

曾几何时，中华民族从出口衣
服鞋袜换外汇到卖5G专利，从缺医
少药到疫苗出口，从九曲十八弯的
公路到高铁全球第一，不都是靠

“积”而得之吗？！反之，弱亦在一

个“积”字，苏洵“为国者无使为
积威之所劫哉”，感叹的就是积弱。
满清积弱，外侮渐至；新中国奋
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从富起来到
强起来，此中甘苦冷暖，国人自知。
今天已经自强不息、正在积健为雄的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喝彩，尤须暗
自自警、默默流汗，而不是摆阔。天
诱中华以自强，条件是我辈首先要自
我珍重，永不懈怠。

我辈少年，心中若揣着民族复兴
之伟梦，则“少年强则国强！”若无复
兴的烈火燃烧，若无“吾生而弱乎，或
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的信仰，若无

“居陋巷，不改其乐”的定力，强必不
降临我身，雄必不青睐我邦。我等后
生，任重而道远，吾辈携手以进，勉
之乎！

苟有积健为雄志 强弱在我不由天
龚志民

教师写“下水作文”，既是一种练
笔，也是一种示范。教师经常写些小文
章，既有利于将自己的碎片化思维系统
化，也能够体味学生写作文的难处与甘
苦。近年来，很多语文教师写“下水作
文”，有的是想给学生一种示范，有的是
想“再创作”，但不管如何，多写“下水作
文”，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至于有人非要从什么是“下水作
文”的角度，定个标准来衡量“下水作
文”写作水平的优劣，我看必要性不
大。教师已经不在学生考试的“水”
里了，不管基于何种目的，再像学生
一样，在考试的“水”里游一游，写一
写，写出的文章就叫“下水作文”。近
年来，作家们也一样，也尝试写考试
作文，写出的作文也叫“下水作文”。

那么对学生来说，应该从老师的
“下水作文”里学习什么呢？这也是一
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因为老师就在学
生身边，学生对老师写的作文有一种
亲切感，学习起来更有兴趣。

我认为，一要学习老师作文的审
题立意、构思方法、语言表达艺术方面
的东西；二要学习老师写“下水作文”
背后的东西，即：老师为什么能写出这
么好的作文，而自己却写不好呢？这
背后其实与老师的认知能力、学识学
养、阅读积淀、表达技能、驾驭语言文
字的能力是分不开的。而这第二点，
才是更应该认真学习的。

深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的龚志民
老师十几年来乐此不疲地坚持写“下
水作文”，所写“下水作文”不仅仅在
各学校语文教师群中广泛流传，而且
时常被各大媒体刊发。今年龚志民老
师针对 2021 年全国新高考Ⅰ卷、Ⅱ
卷、浙江卷、北京卷、上海卷，写了
多篇“下水作文”。以全国新高考Ⅰ
卷和浙江卷为例，我也想谈谈对高考
作文以及对龚志民老师“下水作文”
的看法。

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一经公
布，八省市上下万众欢腾。不少学生
说，今年考体育，关于体育的作文我
们练了 N 遍。然而，如果你在高考
考场上写的作文只谈体育之意义，只
谈 体 育 “ 体 健 而 民 强 ， 民 强 而 国
昌”，只谈“无暇强身健体，遑论有
为担当”，那就走入了误区。

这道作文题节选的一段文字，表
面上谈体育，而其核心是说“强与弱
关系的转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则
会使强体变弱；体弱者坚持锻炼可以
使弱体变强。因此生而强者不必自
喜，生而弱者不必自悲。我生而弱，
正是天诱我锻炼变为强者。在这个意
义上，由此联想到个人、企业、国家
的不同方面，围绕“强与弱是变化
的，发展的”，都可以写出好的作文。

有人说：毛泽东的文章全文写的
不是《体育之研究》吗？不就是谈体
育吗？这里，我再请各位仔细阅读命
题节选的这段文字，是专谈体育吗？
其内涵是谈“强与弱的转化”的。高
考作文，要依据命题的文字材料写
作，不可到命题文字之外寻找立意的
依据。

龚志民老师的“下水作文”，对
题意把握准确，行文洋洋洒洒，说理引
经据典，剖析问题深刻，全文由人写到
国，最突出的还是他看问题敏锐而到
位，着重谈的是“强与弱转化是有条件
的”，这个条件就是“心志强与坚”。这
是很多“下水作文”没做到的。

浙江卷的作文命题，仍然延续了
富有思辨色彩的材料作文。有人说，
这是最难写的一道作文题，我看未必
难写。这道作文题，蕴含辩证的道
理，可以引发考生的思辨。在人的一
生中，得失贯穿始终，有得必有失，
最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得与失。

龚老师作文立意跳出“得与失”
的计较，提出的观点高人一筹：得与
失是终点？起点？还是过程？人生如
圆无始终，行者常至万象新。“居顺
天命，为民日新”“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应是勇者智者达观者的共
识。这已不是一种淡然的态度，而是
真正“奋斗者”的姿态。

刷新灵魂的人，才能作自由之
舞。无论袁隆平，还是曹州小官吏，
抑或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有了关
注万象更新的目光，就不再计较得失；
有了关心黎民苍生的情怀，就少了烦
恼算计，多了豁达。

写作文，就是写人生。教育教学
如此，高考如此，社会亦如此！

（作者系深圳市中学语文特级教
师、正高级教师）

向“下水作文”学什么
——兼评龚志民老师的“下水作文”

陈继英

得与失是终点？起点？还是过
程？人生如圆无始终，行者常至万
象新。“居顺天命，为民日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应是勇者智
者达观者的共识。

既是起点，何来得失？既处于
尚未结束的过程中，何言得失？而
记录终点的碑文，自己是看不见
的。终日穷思果与花的先后，无补
于季节的明媚，不如闲赏淡黄菊；
终日深究蛋与鸡的先后，不如养鸡
煎蛋。忘记“996”，把酒话桑麻，
生活更有意义。终点、起点、过
程，本浑然一体，切片剁段、设置
路标是为了警示或激励后来者。干
事业，需要在乎；生活，需要不那
么在乎。心斋、坐忘，或是治疗患
得患失的良药。

严谨对待当下事，事过俱付笑
谈中。不能刷新灵魂的人，岂能作
自由之舞？

每个阶段的功能的确不一样，
把握每个阶段的功能，实现自己的
价值，人生意义自在其中，不必作
得失之叹。起点是用来自我励志
的，终点是用来朋友圈作谈资的，
过程是用来自我强筋壮骨的。人生
如圆，圆内是自己的私家花园，不
随风而逝，不随命运浮沉，却随心

沉淀，生生不息。圆外的世界，与
你无关，无得亦无失。袁隆平的杂
交水稻亩产节节攀升，他自己起点
在田野，终点在田野，过程亦在田
野，唯那一抹幸福满足的微笑留给
自己和家人；杜甫一生忧国忧民，
按世俗眼光，属于起点低下、过程
艰难、终点无亮点的“苦逼型”人
才，但是，他与李白构成的双子星
座，光照千秋，秒杀大唐那些“一
日看遍长安花”的科举得意者，秒
杀那些“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将
军。春风十里，不如袁隆平一望无
际的田野稻浪；燕然勒石，不如杜
甫一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
下寒士俱欢颜”的千秋情怀。得与
失，如何计算？何用计算？

得与失的本质，在于“计较”二
字。勇于担当，淡于计较，人生才少

牵挂累赘。但不计较，却不等于无
情。不计较之人，必有多情的一面。
袁隆平、杜甫都是多情之人。多情之
人，才有勇毅之举。博爱之人，才有
心系苍生的悲悯和以身饲虎的大勇。

有了关注万象更新的目光，就
少了得失计较，多了柔情；有了关
心黎民苍生的情怀，就少了烦恼算
计，多了豁达。“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扬州八怪之一的
郑板桥，其实一点儿也不怪，因为
他“坐忘”的是自己的富贵仕途，
记得的是百姓的疾苦；“蜂蝶纷纷过
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此等得失
与嗔怪，很迷人，可以有。

（作者系深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坐忘得失万象新
龚志民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
写作。（60分）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
青年》 发表 《体育之研究》 一
文，其中论及“体育之效”时指
出：人的身体会天天变化。目不
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生而
强者如果滥用其强，即使是至强
者，最终也许会转为至弱；而弱
者如果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

能，久之也会变而为强。因此，
“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
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
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

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义。请
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
感悟与思考。要求：选准角度，
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
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
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2021年全国新高考Ⅰ卷作文题

有人把得与失看成终点，有
人把得与失看成起点，有人把得
与失看成过程。

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思
考？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

法。
【注意】①角度自选，立意自

定，题目自拟。②明确文体，不
得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 800
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2021年浙江卷高考作文题

高
考
加
油
站

考试与教学

【聚焦“下水作文”】

佚名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