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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日前发布消息，

3

月上旬， 考生可以通过招考主管部门及院校研
招办查询初试成绩。 全国统一划定的复试分数线
将在

4

月初公布， 复试时间为
4

月上旬至
5

月下旬，

届时考生可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调剂
服务系统填写报考调剂志愿。

（本报记者 王鹰摄）

深入领会考纲 优化读写训练
■

楚宇平

新春伊始， 教学大纲版和新课
标实验版的 《

2009

年全国高考语文
考试大纲》 都如期发布了。 如何深
入领会大纲精神， 优化复习备考训
练？ 下面仅就现代文阅读和写作两
个部分， 谈谈个人的思考。

认真学习和领会 《考试大纲》 中关于现代文阅
读的要求， 有两点需要深入思考： 一是测试的系列
性。 从 “理解” 到 “分析综合”、 “鉴赏评价” 三
个能力层级， 每个能力层级中又有若干考点， 构成
了一个测试系列， 全面检测考生的阅读能力。 二是
新课程高考对鉴赏评价能力的要求很高， 这也将促
使各地在备考中加强对鉴赏评价能力的关注。

试将两个考纲的 “鉴赏评价” 部分作一比较，

例如 “语言” 一项 ： 前者仅指出要 “鉴赏语言 ”，

而后者则具体表述为 “体会重要语句的丰富含义，

品味精彩语句的表现力”。 很明显， 新课程高考对
鉴赏评价能力的要求更高、 更明确。 已实施新高考
的省份自然要按照后者的标准去组织备考， 暂未实
施新课程高考的省份也要向新课程迈进， 向新高考
靠拢， 从难从严训练。

以上两点思考的结论是： 现代文阅读训练必须
优化文本的选择， 即选择人文蕴含深厚、 命题点富
足的美文。 人文蕴含深厚， 才能承载高要求的鉴赏
能力训练； 命题点富足， 才能有效地实施不同能力
层级的分项系列训练。 通览

2008

年的
18

套高考试题，

选用名家名篇者居多， 诸如季羡林、 汪曾祺、 朱光
潜、 萧乾、 高尔基等， 都有作品入选。 引人注目的
是， 全国卷

Ⅱ

选用了季羡林的 《马缨花》， 湖北卷
也选用了季羡林的 《雾》； 广东卷选用了朱光潜的

《诗与直觉》， 湖南卷也选用了朱光潜的 《谈静 》。

这说明命题者对名家名篇的青睐， 也说明优选训练
文本是多么重要。

文本是训练之本。 选择了理想的文本， 就可以
着眼整体， 分项设题， 进行系列训练。 在分项训练
中， 又要突出以下两个重点：

一是要把握题型特点， 突出测试意向， 分清能
力层级 。 一组题的测试意向 ， 一般是由浅入深 、

由局部到整体地测试阅读理解 、 分析综合 、 鉴赏
评价的能力 。 例如考查阅读理解能力 ， 基点是对
词语的理解 ， 对重要句子含义的理解 。 文学作品
中的语句大都具有丰富的审美趣味 ， 精致的锤炼
技巧 ， 扑朔迷离的哲理内蕴 ， 耐人寻味 ， 自然是
设题的好去处 。 比阅读理解高一层级的是分析综
合能力 ， 如筛选整合重要信息 ， 分析文章结构 、

把握全文思路 ； 归纳内容要点 ， 概括中心思想 ，

分析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等 ， 都是属于分析综
合能力的考查 。 再高一个层级的是鉴赏评价 ， 即
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 、 语言和表达技巧 ， 评价作
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在分项训练中，

既要有系列、 有清晰的能级层次， 又要突出重点，

不可平均用力。

二是要训练操作程序， 掌握答题要领， 即 “先
入后出， 整体观照， 整合信息， 规范答题”。 “先
入” 就是先进入文本 。 古人说 ， 读书须知 “出入
法”， 始当求其所以入， 终当求其所以出， 要 “入
得亲切， 出得透脱 ”。 通其大意 ， 了解要点层次 ，

才叫 “入得亲切”。 整体观照， 看出框架结构， 洞
察底里情趣， 才叫 “出得透脱”。 所以， 临场应试
时可用笔指读， 钩玄作记， 披文入情， 然后跳出来
作整体观照， 则会全局在胸。 解题时要题文对读，

整合信息 ， 扣题作答 。 要认真阅读题干 ， 明确指
向， 然后找到准确的对应点 ， 上下观照 ， 瞻前顾
后， 勾画出关键词语， 也就是答题的信息资料。 对
这些资料进行整合加工， 按题目要求组合、 提炼、

修饰 ， 使之准确 、 简明 、 优美 。 尤其需要强调的
是， 要扣题， 不说题外话。 扣住题意， 有问必答，

答必有据。

《考试大纲》 对写作的要求分为 “基础等级”和
“发展等级”。 需要深入领会的是：“基础” 是基本要
求，一般性的；“发展”是发展性要求，个性化的。 二者
有区别又联系紧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基于此，笔者以为落实考纲的有效训练是：设立
专题，突破难点；立足“基础”，促进“发展”。 例如，基
础等级可设立如下专题设想：千古文章意为本、围绕
中心巧剪辑、红线穿珠思路明，等等。 发展等级可设
立如下专题：文笔细腻自多情，构思新巧出佳作，文
采翩翩是华章等。 在专题训练中，“基础”、“发展”要
双线并进，但又要立足“基础”，促进“发展”，优化专
题的组接与训练过程，着力突破难点。

优化专题训练， 要注意克服一种偏向： 重 “发
展” 而轻 “基础”， 在文采和创新训练上苦下功夫，

而在审题立意和文体训练方面则不够重视。 这其实
是本末倒置。 首先要立足 “基础”， 扎扎实实地练
好基本功。 两个等级， 是一个整体， 因为文章的评
判是整体性的。 但从文章本体和评分操作两个方面
来看， 基础是关键， 是拿高分、 满分的关键。 例如
怎样审清题意、 切题为文， 怎样选择材料、 充实内
容、 突出中心， 怎样谋篇布局、 安排结构， 怎样综
合运用表达方式等 。 在此基础上 ， 努力使立意深
刻， 使内容丰富， 使语言表达有文采， 使构思行文
更有创新。 只要有一点突出， 展现出写作个性， 便
可在发展等级上拿高分。

专题训练是备考的方式、途径，更重要的是其思
想和内核。 在各个专题训练中，要始终关注以下三点：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体察人情世态。 大气的
文章来自精神世界的博大丰富。 写好文， 先要做好
人。 尤其要关注生活、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热点，在观
察中学会思考，在思考中提高认识思辨的能力，拓展
思想的疆域，升华人生的境界。 诚如此，写的文章方
能站得高、看得远，见人之所未见，自然高人一筹。 还

要多体察人情世态，热爱生活，关爱他人。 “世事洞明皆
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只有通晓人情世故，笔下才会
写出情真意切的文章。 先有善感的心灵，才会有感人的
文笔。所以思想的熔铸，情感的积淀，是高考作文备考的
精神底子，是至关重要的。

指导学生广采博览， 储备作文素材。 巧媳妇难为
无米之炊。 作文材料的匮乏、 平庸， 是不少作文失分
的原因。 所以， 储备作文素材， 是高考作文备考的一
项基本建设。 其途径有二个方面： 一是生活， 二是阅
读。 在生活中要做有心人， 留心观察， 感受有意义的
生活素材， 并随时写一点日记、 周记或生活素描。 要
广采博览， 广泛阅读， 积累作文素材。 打开影视银屏，

那些激动人心的艺术人生、 焦点访谈、 东方之子、 名
人追踪， 无不启迪我们思考人生， 发而为文； 浏览报
刊杂志， 那些启人心智的哲人睿语、 社会采风、 青春
风铃、 花样年华， 无不是我们砥砺思想、 作文言志的
好材料。 在阅读中净化心灵、 升华思想、 陶冶性情，

这正是在从根本上进行作文备考。

激励学生下苦功夫铸炼语言。语言的学习非一日之
功，非下苦功夫长期训练不可。 高考作文评分十分看重
语言，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作文考核主要考查语言
表达能力。同一件事，别人一写出来就那样催人泪下，而
你写来可能非常平淡；同一个道理，别人阐述得那样有
理有据、令人信服，而你写来也可能情理不通或叫人困
惑。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语言表达上的优劣。

毫不夸张地说，语言的优劣直接影响文章水平的高
低。高考作文语言要求准确而简洁、通顺而连贯，这只是
一般要求。不同的文体，还应有不同的语言特色：如记叙
文语言要流利自如，生动形象，善于描写，叙事传神；议
论文语言要准确鲜明，文从字顺，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散文语言则要叙议结合，细腻委婉，辞采富丽，生动感
人。这几种不同文体的语体色彩，考生要了然于心，并下
功夫练习以达到熟练运用。

铸炼语言的途径不外乎读和写。 多读精典名篇，

学习其运用语言的技巧， 其精彩语段可抄录下来。 备
一个阅读摘抄本， 经常摘录一些精美语段， 不时翻一
翻， 琢磨琢磨， 以至熟读成诵。 如此日积月累， 语言
就会得到铸炼并日益丰厚起来。

高考作文“精致化”

的背后是什么
■

黄耀红

每年高考之后， 那些百里挑一、 万里挑一的
满分作文或高分作文往往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成为考生模仿、 教师解析的经典“个案”。 至于
汇聚历年优秀作文的“大全”、 “宝典” 之类的
书籍， 更是凭着张扬的商业广告， 引得无数学子
或家长去寻求应试作文的“独门秘笈”。

高考作文产生如此普遍的教学影响和强烈的
市场反应早已司空见惯。 现在， 且让我们随意从
坊里选择一本优秀高考作文选， 仔细读读这些在
考场上脱颖而出的篇章， 或许考生洋洋洒洒、 一
蹴而就的敏捷才思的确令人刮目相看， 并且这些
优秀作文中亦不乏文思俱美的佳构。 然而， 这样
的优秀高考作文读多了， 我们却生出了非常浓烈
的“审美疲劳”。

“审美疲劳” 从何而来？ 一言以蔽之， 来自
于应试情境下优秀作文的“精致化” 取向。 何谓
“精致化”？ “精致化” 的本质是“形式化”。 透
过这些优秀作文， 很多时候， 我们感受到的不是
青年学生心中的那份使命与忧患， 不是他们燃起
的激情与梦想， 不是可贵的理性与责任， 而仅仅
是一堆言辞。 从大量高分作文里， 我们很难看到
青年学生独立、 自主的思想， 深切、 厚重的现实
关怀， 很难看到一代人真实的成长和真实的青
春。 我们看到的， 只是那些失去生活品格和情感
内蕴的华美辞章。

高考作文“精致化” 的表现随处可见。 君
不见， 那些训练有素、 制胜于考场的学子们，

他们不约而同地写着排比式的短小段落， 又不
约而同地在每个段落里书写着一气贯下的排比，

而在诸如开头、 过渡、 结尾等文章醒目处， 又
大都是一些精警的、 如同格言的短句独立成段。

特别是两两相对的骈偶句子更是频频出现： 前
面若写“朝霞满天”， 下文必述“夕阳西下”；

上句写到“春花烂漫”， 下句自有“秋月如水”；

上段是“回望历史”， 下段必为“展望未来”，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这样写下的文辞不可谓
不形式整饬， 琅琅上口， 甚至不可谓不先声夺
人。 经验也一再表明， 它们确实能在一瞬间捉住
评卷教师的目光。

然而， 问题正出在这里。 高考作文“精致
化” 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学生“带着镣铐的舞
蹈”， 是思维与情感被模式化的无奈与悲怆， 是
对个性与创造力的束缚与扼杀， 是一种不正的
“文风”。 这种“文风” 固然是某种“文章病症”，

但在一定程度上， 它们又何尝不是一种现实担当
精神的丢失？ 一种理想情怀的远逝？ 精致化、 形
式化的句子正在遮蔽考生最宝贵的人生思考与生
命感悟

,

正在消解他们青春的光焰与热力。

高考优秀作文的“精致化” 现象， 很容易让
人联想到六朝文学追求骈丽的形式主义文风， 联
想到“文起八代之衰” 的散文大家韩愈。 六朝文
学之病或许可归罪于形式化追求， 今日之高考作
文却是应试惹的祸。

笔者曾听到某著名中学之特级教师上了一堂
高三作文观摩课。 “名师” 煞有介事地指导学生
如何写出哲理性短句， 以备将来应试之需。 想来
滑稽， 哲理本是思维开出的最美花朵， 而在这位
特级教师眼里， 它却降格成了一种可以举一反三
的“文字技术”。 我们丝毫不怀疑这种应试指导
对于学生在短时间内“捞分” 的“速效”， 但如
此功利化的指导， 不能不说是在为作文“精致
化” 取向推波助澜。

多年前， 就有学者曾痛斥中学生作文严重
“缺钙”。 缺钙者， 缺思想， 缺风骨也。 想想， 今
日之高三学生正是风华正茂、 血气方刚的青年，

是信仰确立、 梦想放飞、 热血沸腾的年龄。 卡
尔·马克思于中学毕业时的演讲辞， 字里行间跳
动着志存高远之血性， 青年毛泽东当年于湖南省
立一中写下的《商鞅徙木立信论》 可谓思想雄
阔、 饱含忧患。 我们无法苛求每一位青年都有此
种襟怀与气度， 但对当下中学生来说， 我们热切
地呼唤“俱怀逸兴壮思飞， 可上九天揽明月” 的
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情怀， 呼唤一种兼济天下的
社会担当精神。

我想， 只有站在“语文育人”、 “语文立人”

的立场上， 高考作文之教学与命题才可能确定好
行走的坐标， 才不致于陷入作文“精致化” 的泥
淖而不能自拔。

（作者单位： 湖南教育报刊社）

【高考时评】

【热点聚焦·高考】

2009年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方法

■

清华大学体育部 李波

高水平运动员就是人们俗称的 “体育特长
生”。 每年高校高水平运动员招收专项能力测试工
作， 一般都会提前半年开始进行 。 大多数的院校
在每年

11

月中旬开始报名审核 ， 来年的
1

至
3

月是
各高校密集进行专项测试的时段 。 参加测试的考
生一般经过报名院校的测试选拔获得认可之后 ，

将得到该院校的认定书或协议书 。 考生签署该协
议书之后 ， 即可在高考录取过程中享受报考学校
的降分优惠条件。

教育部近日颁发的 《

200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
运动员办法》 中规定， 报考高水平运动员要求考生
年龄不超过

22

周岁， 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 获得
国家二级运动员 （含） 以上证书且高中阶段在省级
（含） 以上比赛中获得集体项目前

6

名的主力队员或
个人项目前

3

名者； 具有高级中等教育毕业同等学
力， 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 （含） 以上证书者， 或近

3

年内在全国或国际集体项目比赛中获得前
8

名的主
力队员。

统考考生要过“两道关”

高水平运动员考试一般要经过 “两道关”。 首
先， 考生要参加本省市的统一测试， 测试包括体育
专项技术测试和专项素质测试两部分， 专项测试项
目有田径、 篮球、 排球、 足球、 乒乓球、 羽毛球、

游泳、 武术、 艺术体操、 健美操、 跆拳道、 网球、

垒球等。 不参加测试或测试未通过的考生不能被学
校录取。

其次， 学校根据本校运动队项目建设需要举行
体育专项测试， 考生通过学校的测试才能成为高水
平运动员。 招生学校须将体育专项测试合格考生信
息按照规定格式报生源所在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和
教育部备案。 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要将合格考生信
息以适当方式进行公示， 教育部将在 “阳光高考”

信息平台对各招生学校测试合格的考生名单进行集
中公示。

单考科目不少于三门
教育部颁发的 《

2009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运动
员办法》 中规定， 经考生申请并获得一级运动员、

运动健将、 国际健将及武术武英级 （或以上） 称号
之一的考生可参加招生学校对其进行的文化课单独

考试。

招生学校组织单独考试的考试科目不少于
3

门，

语文、 数学、 外语为必考科目。 考核标准要达到高
级中等教育毕业考试的要求。 高校通过单独考试招
收的一级运动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本校招收高水平运
动员人数的

20%

。

高水平运动员录取要求
对体育专项测试合格， 文化成绩达到要求的考

生， 省级招办根据考生所填报志愿向招生院校提供
电子档案。 招生院校按照向社会公布的招生简章中
的录取规则进行录取。 本科专业对考生文化成绩的
最低要求为生源所在省 （区、 市） 本科第二批次录
取控制分数线， 高职 （专科） 专业对文化成绩的最
低要求为生源所在省 （区、 市） 高职 （专科） 第一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对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 确有培养
前途， 文化成绩达到生源所在省 （区、 市） 本科第
二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65%

的考生， 招生院校向生
源所在省级招办申请并提供相关名单 。 经招生院
校 、 生源所在省级招办分别在本校 、 本省 （区 、

市） 招生信息发布平台上进行不少于两周的公示
后， 由生源所在省级招办审核后办理录取手续， 且
规模不得超过招生院校当年录取高水平运动员总数
的
30%

。

相关链接：

招收高水平运动员的有关规定
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

2009

年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
员工作中，严禁以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形式录取未经教育
部集中公示的考生。 体育专项测试须现场公布测试成
绩，并由当场裁判员、记分员及考生三方对测试结果进
行签字确认；要全程监控录像，做到所有测试项目、所有
参加测试的考生均有实况录像，以备抽查或复核。 经招
生院校上传、生源所在省级招办确认信息后，教育部将
在“阳光高考”平台集中公示各校高水平运动员测试合
格考生名单。体育专项测试合格的考生须在其户口所在
地参加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教育部进一步要求各招生院校要进一步加强对一
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及武术武英级

(

或以上
)

考
生参加的文化单独考试的规范管理，提高文化单独考试
要求。 招生院校单独组织的文化考试标准，均不得低于
高中毕业考试要求。招生院校要加强文化单独考试试卷
的安全保密管理，严密、规范组织监考及评卷工作，确保
考试公平、公正，无失泄密事件发生。

同时， 严禁以高水平运动员招生形式录取未经教
育部集中公示的考生。 对在组织体育专项测试或文化
单独考试中出现重大疏漏、 违反规定录取高水平运动
员的招生院校， 一经查实， 将取消其高水平运动员招
生资格， 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并在全国范围通报。

作文素材：拓宽口径 多中选优
■

山东省淄博市教学研究室 陈鲁峰

综观近几年的优秀高考作文， 都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 即除了准确扣题之外， 所用的素材丰富
且典范。 因此， 进一步拓宽写作素材来源口径，

优化素材搜索思路， 确保素材多中选优， 是写好
高考作文的重要保障。

搜索必修文本与选修文本的学习主题
文本 ， 永远是写好高考作文的最大的素材

库， 用好文本提供的素材至关重要 。 如去年山
东卷 “春来草自青 ” 话题作文 ， 该题在命题设
计上 “反宿构 ” 很成功 ， 不少考生反映原先积
累的素材用不上 。 其实 ， 只要将学过的必修文
本学习主题在大脑里 “放电影 ” 过一遍 ， 就会
发现鲁人版第四册 “至爱亲情 ” 学习主题里的
文章如 《陈情表 》 、 《我不是一个好儿子 》 、

《项脊轩志》、 《我与地坛 》 等均可当作素材来
用。 “春来草自青 ” 话题作文若从 “长辈爱如
春意滚滚 ， 晚辈出类拔萃 ” 方面立意 ， 可写
“躬亲抚养” 李密的祖母， “母孙二人， 更相为
命”， 李密才能 “历职郎署 ”， “过蒙拔擢 ， 宠
命优渥”； 可写贾平凹的母亲 ， 在贾平凹患病 、

家散之际， 母亲爱如潮水 ， 帮助贾平凹 “战胜
疾病， 走出人生低谷， 再创煌煌巨著”； 还可写
帮助史铁生走出人生低谷的母亲 ， 等等 。 必修

文本与选修文本的学习主题就是一个大的话题，

只要践行学以致用 ， 便可化用为高考作文的上
好素材。

搜索国内外历史文化事件与古人轶事
如去年重庆卷 “在自然中生活” 标题作文，

很多考生用了陶渊明的事例， 恰当但老生常谈，

不能吊起阅卷老师的胃口 。 如果把写作视角对
准国外的 “陶渊明” ———《瓦尔登湖》 的作者梭
罗， 写作效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 再如去年江苏
卷 “好奇心” 标题作文 ， 大部分考生用了 “牛
顿思索苹果落地 ” 的事例 ， 落入了俗套 ， 若改
用人们惊诧于一代女皇武则天传奇般的经历及
死后立无字碑的事例 ， 可使文章独树一帜 。 再
如去年天津卷 “人之常情 ” 标题作文 ， 好多考
生用了 “高山流水 ” 典故中伯牙与钟子期友谊
长存的事例， 也给人一种不新鲜的感觉 。 若改
用管仲与鲍叔牙之间相互理解宽容的事例 ， 可
使文章显得与众不同。

搜索时代生活中的典范事例与事件
去年上海卷 “他们” 标题作文， 可写的内容

很多， 有的考生深谙此道， 将写作触角延展到都
市生活的最底层———农民工子女， 状写他们的生
存窘态， 展望其未来的前景， 给文章涂抹上了一
种 “悲天悯人”、 关注苍生的深厚色彩， 大有一

种 “歌诗合为事而作， 文章合为时而著” 的现实
主义风格。 又如去年江西卷以洞庭湖田鼠或其天
敌的口吻给人类写一封信， 除突出地域特色外，

要选用一些有关当前面临生态环境危机方面的材
料加以丰富充实， 如南极上空黑洞日益加大的事
例、 喜马拉雅山雪线上移的事例、 有关转基因食
品是否安全的争论、 世界范围濒危动物种类增多
的事例， 等等。 写作中融入时代活水， 关注现实
与人生百态， 并有意识内化为写作的因子， 高考
作文时才能 “猝然临之而不惊”。

搜索阅读过的经典著述与文化典籍
如果对小说 《红楼梦》 烂熟于胸， 写作去年

广东卷 “不要轻易说不” 标题作文， 可写林黛玉
在 “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刀霜剑严相逼” 环境下
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纯真爱情的追求； 如果对 《论
语》 耳熟能详， 写作去年四川卷 “坚强” 话题作
文， 可写孔子师徒厄于陈、 蔡之间， “弦歌之声
不绝于耳”， 及孔子之徒相与问答之事例； 如果
对 《南华经》 了然于胸， 写作去年福建卷 “甜滋
味、 苦中带甜 、 淡滋味 ” 材料作文 ， 可写庄子
“曳尾于涂” 之典故、 庄子 “超然无为” 之精神，

尽写其宁静淡泊之节操。 当然， 这都要求在广博
阅读基础上， 对感兴趣的 “经史子集” 尽力 “取
一瓢饮”， 要在 “专” 上深挖一层， 才能保证写
作时文思纵横驰骋。

【聚焦高考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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