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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有幸深度参与了浙江省2019年
高考作文阅卷，其中的刀光剑影、高歌
悲吟依然历历在目，惊悸思考颇多，受
益颇多，今汇小文，立此存照。

文题呈现：
24.阅读下面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写作时心里

要装着读者，多倾听读者的呼声。
另一种看法是：作家写作时应该坚

持自己的想法，不为读者所左右。
假如你是创造生活的“作家”，你

的生活就成了一部“作品”，那么你将
如何对待你的“读者”？

根据材料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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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浙江省高考作文题是一道情
境性任务型写作题。通过创设思维情
境，突出理性思辨，引导类比联想，层
层遮蔽，步步导引，让学生通过细致分
析，严密推理，理解并达成思维和思想
考查的目的。第一部分所说的作家与读
者的关系，是文学范畴的问题，第二部
分如何积极处理自我与他人关系，是人
生范畴的问题。考生可在具体的写作
中，深入探究生活的本质：个人如何去
创造生活，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
化，如何面对“读者”的评价等，展现
自己的思辨能力和人文积淀。这样的作
文题对考生的阅读宽度、表达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新课标的实施和新
课改的推行，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从阅卷情况来看，呈现三大亮点：
一是考生对题意有较深刻的认知。

部分考生审题时注意立足情境，整体把
握材料，厘清三则材料之间的关系，明
确“读者”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
果我们是创造生活的作家，我们的生活
是我们的作品，那么我们的读者是谁
呢？是父母、是老师、是朋友，更是自
然、是天地、是宇宙……如有考生写
到：父母会阅读我们的前半生，却很难
读到我们的后半生；伴侣、孩子会阅读
我们的后半生，却很难了解我们的前半
生。生活之书很少能有读者读全。也有
部分考生关注情境，把三个材料当成一
个适当的写作支架，有文学过渡到人
生，较准确地把握了题意。如有考生写
到：人生如作品，装着读者意味着以他
人看法为标准，坚持自己意味着以自我
创造为基点。后者要求独立，前者倾向
依赖，两种观点实质是指向我们想成为
何种人。作品的精妙在于其原创性和独
特性，人生的精彩也便是自我完成的特
异性。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聆

听而非固守，坚持而非封闭，接纳多
元，活出自我。

二是考生对素材有较丰富的积累。
部分考生侧重论述，在说理的同时强调
论据的陌生化和论据表述的的精炼与情
味，出现了萨特、加缪、作家李娟、奥
数天才付云皓、广东杀鱼弟、歌唱家伊
迪斯、舞蹈家许芳宜、庞勒笔下的乌合
之众等；部分考生回归教材，提炼课内
素材的特质，深化课内素材的内涵，如
范仲淹、孔子、廉颇、莫泊桑、项羽、
刘邦、伍尔芙、曹雪芹、唐太宗、魏征
等，有考生写道：“项羽不可谓不骁勇
善战，却孤介自守，落得个乌江自刎；
刘邦则反之，虽出身草莽，终称霸天
下，他将一句‘为之奈何’整日挂在嘴
上，听得进良言，方坐得住龙椅，著得
成好书”；部分考生擅长典例铺排，讲
究笔墨的克制，追求例子一个不能多，
必须恰到好处；论述一句不能多，必须
有的放矢。有考生写道：“曹雪芹写
《红楼梦》意在伤怀往日，伍尔芙《到
灯塔去》也非为了取悦读者，而是摆脱
精神桎梏，很大一部分作家的创作初衷
并非赚取稿费、赢得名声，而是寻找精
神的寄托、心灵的慰藉。”

三是考生对语篇有较清晰的建构。
写作和思维密切相关，写作就是要考查
学生的思维能力，就是要具备善思辨、
能推理、有理据、 善质疑的能力。今年
浙江高考作文题中“如何对待”“怎样
看法”就指向思辨。如何思辨？在写作
过程中，对语篇进行清晰的建构，显得
尤为重要，如有部分考生用了分分合合
的思路，“我将坚守本心，聆听我的读
者……但是，坚守本心，并不意味着
……然而，一味沉浸自己的想法，会使
自己陷入思维定势的缧绁，此时不妨倾
听读者……坚守本心，聆听呼声。”部
分考生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倾听他
人，坚持自我……倾听他人呼声……不
倾听他人呼声……坚持自我……假如王
国维不坚持自我……坚持自我，倾听他
人，巨人成为巨人。”在阅卷过程中发
现不少考生有分析论证，但基本在同一
平面上滑行，论证缺少层次，说理不透
彻；也有不少考生有阐述道理，但逻辑
混乱。考生如果一看到考题，觉得想说
的很多，不整理自己的思绪，也很容易
写出乱蓬蓬思维混乱甚至自相矛盾的平
庸作品。因此，我们在作文备考过程中
要对学生进行基本的语篇清晰建构的训
练，是非常必要的。

但也有部分考生未能交出满意的答
卷，梳理了一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
题：

一是关于审题。今年作文阅卷大组
给出评分标准中对审题的解读如下：今

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通过作家与读者之
关系的比喻，让考生讨论主体与他者的
关系。题目中的三句话，呈现出两个可
展开论述的层次：第一层是讨论文学创
作中作家与读者的关系，第二层是由此
引申出的生活中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由
于出题者把题目的前两句话说得比较正
式，第三句话则用“假如”一词推出，
语气上稍弱了一些，有一些考生可能会
疏忽第三句话，而把题目理解成要求考
生解读作家与读者双向关系，而第三句
话导向的主体与他者的关系的论题，也
容易让部分考生联想到诸如“走自己的
路，让别人去说吧”“坚守”等等练习
过的作文题，而不对前后两个层次作完
整观照。因此，在审题上，与准确理解
题意的作文相比，那些只关注第一层面
或者只关注第二层面的作文，还是应该
区别对待，但也不能判定为离题作文。

审题上有个厘定，这十分必要，当
然由于种种原因，今年作文在立意方面
标准下降，对审题的要求有所放松。可
是，由于材料采用了多元思辨和显隐、
实虚转换等命题技术，就加大了考生审
题的难度，仍有不少偏题的立意出现。
部分考生未整体把握材料，认同“倾
听”说，或赞同“坚持”说，两者均只
涉及一面，思辨的角度太窄，如《炫出
自我，方为大作》等，这就片面强调了
材料中的“另一种看法”；部分考生忽
略了“作家”“作品”“读者”的隐含
义，未联系人生，如《读者不是上帝》
等；部分考生则整体把握材料，综合两
者的看法，辩证思考，立意深远，格局
阔大，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如《建议书
扉页，真我写华章》《人生是书，我执
笔墨》《著生活之书，纳他人之谏》
等。但总觉得材料的关键应该是“主体
与他者的关系”，那么照理来说，只要
触及这一核心就应该是十分切题的，可
是评卷要求要一、二两层面都涉及是为
最佳，以致于在批卷的过程中不少的记
叙类的文章，没能点出“作品与读
者”，还是被生生地打低了分。

二是关于取材。在阅卷过程中，部
分考生受去年浙江精神的影响，备考关
注热点事件、人物的积累。2019年是个
特殊的年份，“五四”精神、建国 70周
年、5G 时代、人工智能、全球变暖、

“华为芯”“四川凉山救火英雄”“港珠
澳大桥”等等因此被大量大段引用，一
些热点人物任正非、沈巍、马云、马化
腾、刘慈欣、屠呦呦、莫言、林鸣等

“出镜率”极高，甚至陈旧老套如爱迪
生、牛顿、居里夫人、刘伟、陶渊明等
名人事例也频频出现。作文素材的背后
是人，是人的文化积淀和生活积淀，材
料的缺失是阅读的缺失。好的作文题就
应该让阅读素养高的学生有高分，这对

将来也是一个导向。还有部分考生以叙
代议，用几个素材支撑文章的主题段
落，造成文体不清；部分考生没有挖掘
出材料的深刻内涵，观点与材料缺乏内
在的深刻联系；更有部分考生没有借材
料过渡到表达自己，从而造成偏题；部
分考生表述材料时会加上这么一句：曾
听说这样一个故事……这无形中削弱了
材料论证的力量。

三是关于套作。2019 年命题不像
2018年直接考查对热点事件的看法，而
是设置特殊的情境来考查，这样一来，
2018年高考作文题以及阅卷工作对今年
作文教学的导向性作用十分明显。部分
考生深受去年“浙江精神”的影响，在
考题与平时训练的时代主题之间架起桥
梁，如出现了“青春”“中国梦”“责任
与担当”“不忘初心”“坚守”等“宏大
叙事”；再则，由于今年作文题与 2015
年的“文章和人品”、2017年的“人生
三本书”看似有交集，部分考生不明就
里，让这些已成为独特标签的历年高考
中醒目关键词频现在作文中，难免沦为
套作，因为有“作家”“作品”“读
者”，甚至引发的是扭捏作态的“文艺
腔”和不问场合与目的的“伪写作”；
也有部分考生抱着苦练表达技艺和山寨
本领，企图以假乱真，让阅卷者真假难
辨，能蒙混个高分万事大吉的侥幸心
理；更有部分教师平时的写作训练中缺
少“情境意识”“读者意识”，模式化的
训练导致今年考场上套作大量出现。拒
绝伪作文，倡导真实写作，是今年的作
文阅卷的明确导向。

对2020年备考的启示：
一、强化阅读训练，提高审题能

力。审题能力的实质是阅读能力，也是
一种理解能力。语文学科，有很强的综
合性，它考的是积累，是语感，是鉴赏
和分析综合能力。语文审题能力的提
升，需要长时间的阅读积累。作业成
堆，阅读必死，长期高品位阅读的缺
失，部分考生对“读者”的内涵无法深
刻理解。只有反复研读，会发现材料第
一部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只是一
个引子而已。重点部分则是让学生思考
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把重点落在

“那么你将如何对待你的读者”上，写
出的作文，才可能有深度、广度和锐
度。因此，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少一
些功利主义，多一些涵养意识，多一些
有思想深度、思辨色彩的阅读，要无限
相信阅读的力量，以提高审题读题的能
力。

二、强化思维训练，提高论证能
力。高考作文阅卷专家余岱宗说，议论
文不是论点文，也不是论据文，而是论
证文。议论文要深刻，就要有议论的层

次性。浙大教授陶然也说，思考要有层
次性，怎么来写，从哪些方面写，这体
现了一个人的逻辑能力。永远不要只从
一个角度来写，不管什么都要分解为一
个话题之下的几个角度，几个层面；而
且这几个层面不是平面展开的，而是呈
圆形扇面展开，构成一个立体结构。说
理是论述文的核心，分析论证是说理的
核心。如何体现分析论证的有序、深
刻？方法一：审材析据，多向思辨。由
实而虚，层层深入。实指向个人、群
体、社会等，虚指向精神气质、普世价
值文化觉醒、文化传承等。方法二：反
向审视，批驳论辩。方法三：辨析概
念，澄清误区。有一个常识需要表明，
不是所有说理性的文章都必须概念厘
定，而是对具有多义性并有可能导致双
方意见分歧，对表明己方立场、观点、
理由起决定作用并能帮助对方理解的概
念才需要厘定。

三、强化日常积累，提高人文内
涵。高考备考的素材积累不是简单的记
忆，考生在准备素材的时候，不应该到
处撒网，而应该就自己已知的，学到过
的，用到过的素材进行深入挖掘，挖掘
这些素材可以使用的多种角度，精细内
化提炼特质以备随时调用。如史铁生：
他的身体沉寂了，但他的灵魂站了起
来。由他睿智、深邃思想构成的双腿，
带他在幽暗的深渊中奔跑。他扶轮问
路，向死而生，叩问心魂的来路与去
向。他让我们明白，即使生命如西西弗
斯般痛苦与悲壮，也要在抗争中显现全
部意义。在 《病隙碎笔》《命若琴弦》
中，他以厚重的思考为我们背负了“生
与死”的沉重答案，而我们则毫无成本
地享受了他的成果。

四、强化写作训练，拒绝宿构套
作。只有符合作文要求的情境语言，才
能准确扣题，而不被视为套作宿构。近
年来，高考命题中有两种表现形式：一
是考生自己，一是要求中所设置的身
份。如“你的看法”“你有怎样的思考
或感触”，题干中“你”限定了论述的
角色定位，文章写作时应采用第一人称

“我”，与命题者（阅卷者）隔空对话，
展现“你”的思考和体悟；那么，在文
章中要求突出“自我”“真我”。在写作
中，不要装腔作势，力戒假、大、空，
要有真情实感。强调真实写作，反感套
作。作文指向真实生活学习中的写作，
考查学生真实的写作技能。

诚如朱伯石教授所言，好文章的创
作应该是“一个感知、内孕、外化三级
飞跃的过程”，我想这也应该是 2020年
浙江高考作文备考中所有老师指导和考
生训练的方向。

玉环中学 苏素/文

关注情境 注重思辨
——2019年浙江高考作文阅卷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