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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北京高考语文答案与解析 

 

一、本大题共 8 小题，共 24 分。 

1.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A 选项原文中没有根据，属于无中生有； 

B 选项在文章第一段“要合理利用文物，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C 选项在文章第二段段

尾，“让我们看到了经济快速发展后现代人对‘精品文化’消费的需求”；D 选项在文章第

三段段尾“美国人奥斯汀在云南保山见到用失蜡法铸成的青铜器，大受启发，铸成了喷气发

动机叶片和涡轮盘”。 

 

2.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B 选项正确 

A 选项，甫应读为（fǔ），不是（pǔ）； C 选项，津意为“渡口”不是“路”；D 选项，掬，

意为“两手捧东西”不是“令人喜爱”。  

 

3.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B 选项无中生有，第二段中“实现了学术性，趣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中是

指实现三者统一，并不是说学术性本身有所增强，所以 B 选项错误； 

A 选项第一段中“盘活了更多被雪藏的文物，使之在线上活起来，大众足不出户，便可以欣

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C 选项第二段中，“借助动漫，专业的学术介绍变成了幽默

的旁白和“萌萌哒”漫画，使高冷需哦一的文物活泼起来，”，最后一段，身临其境的感觉；

D 选项第二段中，动漫的形式活泼，第三段中，APP 以新鲜时尚的方式提供给观众，第四段

中 VR 技术让用户调动各种感官，都是更好的理解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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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D 选项身临其境：亲自到了那个境地;第四段中，“带上特制的眼镜，你会发现

自己置身坑内”符合语境，所以正确。 

A 选项，身不由己：身体不由自己作主；B 选项，感同身受：心里很感激，就象自己亲身领

受到一样。现在多比喻虽未亲身经历，却如同亲身经历过一般；C 选项，设身处地：设想自

己处在别人的那种境地，指替别人的处境着想。三项不符合语境所以错误。 

 

5.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题干中“原来只有少数专家学者所识，现在走近了大众”意为以前很少人能够

接触，现在大众都可以接触得到。D 选项“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意为当年贵

族家中的燕子如今飞进寻常百姓家中，符合意思。 

A 选项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意为这样的乐曲只应该天上有，人间里哪能听见

几回？意为赞美乐曲好听；B 选项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说古代读书人十年寒

窗没人知道,但当考上功名后,一举成名天下皆知；C 选项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意为不要担心往后不会遇到知己,天下还有谁不认识你呢？指认识、了解的人多；D 选项旧时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意为当年王导、谢安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寻常百姓家中。

原来只有少数人知道，现在走近了大众。 

 

6.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C 选项在第二段中“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二氧化碳含量升高 5

倍……都有可能侵蚀壁画，加速其老化”，所以选项中二氧化碳含量降低会加速老化错误。 

A 选项在文中第一段说“将文物封闭在库房，秘不示人，觉得这样才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其

实不然”；B 选项在文中第一段“这两把古琴之所以经历千年保存下来还能使用，是因为历

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D 选项在第二段“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彩塑和壁画正

在慢慢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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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A 选项“莫高窟最高日接待游客量因此可提高到 6000 人次”，所以 A 选项中说

的减少游客接待量错误。 

B 选项第三段“有了数字化展示中心，游览模式发生了变化”；C 选项在第三段“同时又减小

了在洞窟内的停留时间”；D 选项在第三段“减少了对莫高窟的破坏”。 

 

8. 

【参考答案】含义：是指①发掘文物中蕴藏的内涵，合理利用文物。②利用现代科技，让文

物以更加活泼丰富的呈现形式走近大众。③运用多种措施，延长文物寿命。 

作用：①能够使公众知史爱国、提升审美、满足精神需求，并传承技艺，启发现代科技；②

使文物更加鲜活地呈现，让大众更直观地体验文物之美。③能够有效保护文物，减少对文物

的破坏。 

【答案解析】含义：三个材料分别指出了活起来的三个含义，材料一第一段说“要合理利用

文物，充分发掘其文化内涵，让沉睡的古老文物活起来。”指出发掘文化内涵才是活；材料

二第一段说“数字技术不断将今人的……而以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大众，真

正活了起来。”指出文物以活的方式进入人们的生活；材料三第一段“这两把古琴之所以

能……是因为历朝历代都有人使用它。”指出文物的寿命被延长。 

作用：材料一中“发挥他们在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以及技艺传承，文化养心等方面的

作用”以及“不仅代表了当时……有助于现代技术发展”可以总结出体会文化内涵的意义是

使公众知史爱国，鉴物审美，传承技艺，养心，促进现代技术发展；材料二中“大众足不出

户就可以欣赏到以前难得一见的珍贵文物”“让观众随时随地欣赏这幅传世经典的精妙之处”，

可以总结出文化呈现的方式更加鲜活，增加了文物的趣味性；材料三中主第二段“数字技术

使文物在线上活起来，更是对文物的一种保护”指出现代科技的应用是对文物的保护。 

 

 

二、本大题共 6 小题，共 23 分。 

9．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D 选项在句中应解释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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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C 选项“而”：连词，第一处表转折；第二处表顺承。 

A 选项两个“以”都是因为。B 选项“之”：助词，主谓之间取消句子的独立性。D 选项“者”：

意为“……的人”。 

 

11．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B 选项“以公赋税重赏赐之”意为“用国家的赋税重赏他们”，原文并未表达

“皆封侯”的意思，因而 B 选项的理解不正确。 

 

12. 

【参考答案】 

（1）时机不是圣人能够创造的东西，（圣人）只能不错失时机罢了。 

（2）自从夏、商、周三代圣人用礼乐制度教化天下，到了刑罚放置不用的状态，但是最终

不能停止篡位弑君的祸患。 

【答案解析】第一句重点在于“所”字结构、“时”的翻译。第二句重点在于“措”、“已”

的翻译。“措”通“厝”，意为放置。 

 

13．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D 选项“苏东坡指出了分封制和郡县制各有优劣”的说法不正确，根据原文，

苏东坡在文中明确表达了“故吾以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的观

点，并未论述分封制和郡县制各自的优劣，而是认为郡县制优于分封制，至于三代之时，之

所以无法废分封立郡县，则是由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历史局势决定的。 

 

14. 

【参考答案】分封并不是圣人本意，而是时势造成的结果。 

三代之初，诸侯没有罪过不能削夺封地，形势不足以终止分封，因此才延续分封制度，并非

出于本意；而七国中的大国虽然实力足以行天子之事，却并没有选择分封，是因为害怕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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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祸患，不想分封。可见分封并不是圣人本意。 

秦代初年，权力集中，功臣皆受赏赐，容易控制，因而就没有分封；汉代初年，虽然高帝和

张良没有分封六国后人，但形势所迫，必须分封诸侯以赏功。可见分封与否主要是出于形势

考虑。 

【答案解析】这是一道主观题，是翻译和概括的变形。此题可以分时代对其论据进行翻译和

简要提炼。 

 

【参考译文】 

秦朝刚刚吞并天下时，丞相王绾等人说：“燕国、齐国、楚国地方较远，不设置王国没

有人可以镇守，请（陛下）让各位公子建国。”秦始皇召集臣下讨论这个建议，群臣都认为

这是很便利的。廷尉李斯说：“周文王、周武王分封的子弟和同姓非常多。但后来亲属疏远

了，彼此攻击如同仇敌，诸侯交替彼此声讨征伐，天子不能制止。现在四海之内有赖于陛下

的圣明威灵得以统一，都设置了郡县，各位公子（秦初并无皇子之称）和功臣用国家赋税重

赏他们，大大改变了体制。天下没有不同的想法，是安邦定国的方法，分封诸侯是不便利的。”

秦始皇说：“天下都苦于不停的战争，原因就是有诸侯和诸王。有赖于祖宗恩德，天下刚刚

平定。再分封诸侯国，这是创造战争，追求国家安宁，岂不是很难！廷尉李斯的建议是对的。”

于是始皇帝将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每个郡设置守、尉、监。 

苏子说：圣人不能创造时机，也不错失时机。时机不是圣人能够创造的东西，（圣人）

只能不错失时机罢了。三代勃兴的时候，诸侯没有罪过不能夺封号削封地，因而君王即便想

要罢免诸侯设置郡守，能行得通吗？这就是所说的不能创造时势。周朝衰弱的时候，诸侯互

相吞并，齐国、晋国、秦国、楚国都有上千里的国土，它们的势力足以分封诸侯设立屏藩。

到了（后来）七国都称王，做天子应该做的事，但最终也没有分封诸侯。天下畏惧诸侯的祸

患已经很久了，不只是秦始皇和李斯知道这一情况。 

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划分郡县，设置郡守郡宰，按事理一定应当是这样的，就如同冬

天穿皮衣，夏天穿葛衣，是符合时势的，不是人的个人智慧和见解。这就是所说的不错失时

势，但学者和士大夫都认为这是错的。汉高帝想要分封六国后人，张良认为不可以，李斯的

论述与张良没有什么不同。汉高帝听了张良的话，知道不能恢复诸侯是很显然的事。但最后

还是给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封王了，这哪里只是高帝做的事，张良也参与了。所以柳宗

元说：“封邦建国不是圣人的本意，是时势使然。” 

过去议论封邦建国的人非常多，柳宗元的《封建论》出现，其他人的议论就都被废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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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圣人又出现了，也不能改换这一论述。所以我采纳了他的学说并加以增益：所有有血

气的人一定会争斗，争斗必然是为了利益，利益没有比封邦建国更大的了。封邦建国，是争

斗的开端和祸乱的本原。从有文字记载以来，臣子弑杀他的君主，儿子弑杀他的父亲，父子

兄弟互相伤害杀戮，有不是因为承袭封地，争夺爵位的吗？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圣人

用礼乐制度教化天下，到了刑罚放置（闲置）都不用的状态，但是终究不能终止篡位弑君的

祸患。自汉代以来，君臣父子相互杀戮的那些人，都是诸侯王的子孙，而其余的那些不能世

袭官位的卿和大夫，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最近的朝代已经不再有分封诸侯的制度

了，所以这种祸事几乎已经绝迹了。有仁人之心的君子，难道忍心再让这种祸事开始吗？因

此，我认为李斯、秦始皇的见解，和柳宗元的言论，应该成为万世万代的法则。 

 

 

三、本大题共 4 小题，共 18 分。 

15.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此题考查对古典诗歌内容的理解。 

A 选项中，通过文字“际晓”可以看出是“旭日东升”，通过“众鸡鸣”可以看出众鸡鸣唱，

通过“晴江一女浣”一句可以看出是晴朗的江边一个女子在浣洗。 

B 选项中，通过“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两句中，乡民在舟中行商，桥很高，所以人在

桥上行走，像在树颠上一样。 

C 选项中，“登高万井出”里的“井”字，考查古今异义，井在古汉语中指的是市井，村落，

指山城住户，并非选项中的万亩良田。万井：千家万户。诗人登高远眺，看见的应该是千家

万户的场景，而不是万亩良田，井然有序。而且巴峡地形以丘陵、山地居多，很难有万亩良

田出现。 

D 选项中，结合诗句“馀春”看出来季节是在“暮春”，通过“忆帝京”、“稍解别离情”可以

得出诗人借山水之趣来宽解离愁别绪。 

 

16.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此题考查古典诗歌作者情感的体察和表达技巧赏析。 

“人作殊方语，莺为故国声”两句，采用借景抒情的手法，通过莺声渲染凄凉氛围，表现作



                                      

全国客服咨询热线：10108899 

者的思乡之情。B 选项中，通过“雁声急”和“客程遥”可以看出，诗句通过雁声的凄惨、

归家路途遥远来渲染作者离家在外的思乡之情。 

 

17. 

【参考答案】 

《水经注》中，通过 “猿鸣”的意象，表现了秋天三峡寒冷和凄凉，表达了作者内心的凄

凉悲寂。《秋兴八首》中，通过“玉露”“枫树林”等意象，写作者秋天看的三峡的情景，描

绘了一幅秋日凄凉三峡图，借景抒情，表现作者内心的凄凉孤独和思乡之情。《水经注》和

《秋兴八首》多采用秋天的凄凉意象，表现作者内心的凄凉悲伤。 

《晓行巴峡》中，通过“晴江”、“鸡鸣”、“山桥”、“万井”等暮春时节较为清丽的意象，描

写了巴峡周围清秀的景色和当地风土人情，描绘了一幅美丽、宁静的生活画面，借景抒情，

表现了作者内心的愉悦闲适，和淡淡的思乡之情。 

【答案解析】此题考查古典诗歌作者情感的体察和意境的赏析。 

通过课文中提到的“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

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和课文“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

萧森”和“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中可以分析出《水经注》和《秋兴八首》

侧重于秋天的凄凉意象，情感更加悲伤；而王维诗中则更加侧重暮春时节的清丽意象，表现

作者的闲适和思乡之情。 

 

18.  

【参考答案】 

①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②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 

③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答案解析】此题考查名句名篇的识记、理解和运用。学生可以结合背诵篇目进行作答。 

 

四、本大题共 6小题，共 25分。 

19.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词语解释，包括本义和语境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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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项的“恬然”是指玛丽亚·索的生活状态，联系前文“她或许就是根河的化身，充满了母

性的慈祥”，所以“自然放松、沉静从容”的解释是符合文意的。 

B项的“袒露”本义为“裸露在外，无遮盖”。原文用来形容河流在草原上默默流淌，而河流

也本就是裸露在外无遮盖；同时“民族”所拥有的“直率”品格也正是河流所具备的。所以

“毫不遮掩、毫无保留地展现”的解释是符合文意的。 

C项的“盘算”本义为“心里算计或筹划”，“精打细算”则更强调“仔细地计算”，后者比

前者更精细。原文“盘算”是指鄂温克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在装扮屋子，筹谋着未来的生活，

而并没有强调有太过精细地计算。题目中解释为“精打细算”，与“盘算”在词义侧重点和

感情色彩上有出入。 

D 项的“曼妙”本就用于形容舞姿的优美，所以“舞姿轻盈而美丽”的解释是符合文意的。 

 

20.  

【参考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文意理解。 

A项的内容主要出现在第 3段——“他们与驯鹿为伴，生活起居、狩猎劳动，都离不开看上

去‘四不像’的驯鹿”，所以 A项是正确的。 

B项的内容主要出现在第 4段——“皱巴巴的手……母亲气息……母性的慈祥”，所以“生

动地表现了她历经的沧桑与母性的慈祥”这些说法是正确的。 

C项的内容主要出现在第 6段，排比与拟人的修辞很容易判断出来。 

D 项的内容主要出现在第 10 段——“裙子却是城里流行的花色”，“城里流行的裙子”与

原文中“城里流行的花色”有出入，表达不准确。 

 

21.  

【参考答案】特点：①根河在春天迸发巨大生命力，打破坚冰，泛起春潮，十分欢快；②源

自大兴安岭的根河，河水纯真清洌，清澈透明；③根河在春天流淌，犹如母亲的乳汁一般，

养育了两岸的万千生物。 

象征意义：根河是鄂温克族人的母亲河，清澈的河水犹如母亲甘甜的乳汁一般，养育沿

河两岸的所有生物，其欢快、清澈的特征，也象征着鄂温克人淳朴和顽强的民族性格。 

【答案解析】第一问“特点”属于概括题，限定范围为第二段，筛选有关根河的描述即可。

第二段总共四句，分别描写春天根河破冰的生命力；根河河水的清澈本色；根河的原本及其

含义；根河像母亲河一样养育两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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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问考查象征。其实北京高考考纲并没有将象征手法列入考查范围，但是在此题中并

不算难，因为第一段已经将根河比喻为母亲河，而河流的特点会直接影响民族性格。所以围

绕这些点答题即可。 

 

22.  

【参考答案】 

①“这河的深奥”指的是根河丰厚的自然环境及鄂温克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其蕴含的鄂

温克人的生活方式、对自然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现代文明的态度。 

②“抵达不了”的原因是因为作者只是一个游客，匆匆来去，只是在根河稍作逗留，无法深

入了解。相比于一辈子生活在这里的玛丽亚·索，或者是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乌热尔图，

作者很难“抵达”根河丰厚的过去，无法全面把握和深入感受其历史文化内涵。 

③寄托的情感是作者对于根河的热爱，对于根河所代表的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的赞颂和眷

恋，对根河以及鄂温克人未来的美好祝愿和希冀，以及对自己无法深入理解这种文化的遗憾。 

【答案解析】这是一篇文化散文，作者来根河游览，同时深深赞叹这里的历史文化内涵，热

爱这片土地，歌颂这片土地上值得叙说的人和事，遗憾自己作为外人无法深入体会这里的一

切。同时与一般只“向后看”的文化散文不同——此文在回忆根河的历史之余，同时还展望

了未来。 

 

23.  

【参考答案】 

①玛丽亚·索的“根河之恋”是她的驯鹿，是对传统的坚守。 

②乌热尔图的“根河之恋”是他对草原、河流、民族的爱，是对养育之恩的眷念与报答，是

从传统走出来又复归传统的文化寻根之心。 

③走出山林的人们的“根河之恋”是对根河自然环境的尊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是在

根河这个新家园展开的新生活、新气象，是对过去的告别，以及对未来的拥抱。 

④作者这样构思，通过讲述根河的鄂温克人老中青三代的种种故事和传奇，给读者描绘了根

河这片土地的过去和未来，以及对待传统和现代的三种不同选择，是一个民族发展的缩影。

也体现了作者对“根河文化”的热爱，对鄂温克人的敬佩和赞美，同时也有对这片土地历史

的追思以及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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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解析】三种人的“根河之恋”就是他们与这片土地的羁绊，是他们在这片土地的上最

热爱的东西，在文中都能找到具体内容。匠心方面，文章叙写的“玛丽亚·索、乌热尔图和

走出山林的人们”实际上代表了这片土地三代人不同选择的故事，这一点其实内洽于文章的

思路——试图描绘一个民族全部历史的微型画卷，进而展望未来。这也是这篇文章独具匠心

之处。 

 

24.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查名著阅读。 

A 选项中贾宝玉力求摆脱世俗的叛逆性格并不是由“大观园”造成的，而是由封建大家庭—

—贾府造成的，“大观园”是贾宝玉的精神乐土。B、C、D 三项都符合文意。 

 

 

五、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60 分。 

25.  

【答案解析】 

2017年高考微写作部分全面从名著阅读切入进行考查，《考试说明》中规定阅读的 6本

书目在微写作部分均有涉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与名著阅读的考点结合，今年的微写作在

文体要求上显得比较模糊。学生更应该有意识地明确每个题目的写作任务：“简述情节并简

要评论”的介绍性文段应当以清晰明确为佳；“以花喻人并陈述理由”的议论性文段应当以

分析说理为主；“描述雕像及其意图”的则不过是一个略作变化的描写抒情性文段，应当优

美动人。 

①首先明确《平凡的世界》中哪个例子是“从原有的生活方式走向了新生活”。是回到

煤矿的少平？嫁给李向前的田润叶？还是双水村正逐步发展？围绕《平凡的世界》中的某一

例子根据原著叙述情节，注意切不可过于冗长。在此基础上，要想得到高分，描述要明确具

体、条理清晰，避免泛泛而谈。 

②首先应有一明确的中心观点，即“用哪种花来比喻哪个人”。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

己的观点可主要依据《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部分，将四个人物与在

宴会上抽到的签上面的花作为对应：林黛玉——芙蓉，薛宝钗——牡丹，史湘云——海

棠，香菱——并蒂花，但在原著中若能找到其他依据可比喻某一人物的特质也可，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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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比喻林黛玉，因第三十八回林黛玉写了《咏菊》《问菊》《菊梦》等诗，且菊花作为傲

霜之花与林黛玉清高孤僻的性格关联很强。之后围绕中心观点展开论证，需要注意整体的

条理性和层次性以及论述的理据性和说服力。 

③首先明确写作对象及目的：在所给的人物翠翠、江姐、人力车夫、桑提亚哥中选择一

个作为写作对象，以设计对象在特定情境下的雕像为目的，描写其体态、体貌、神情特征。

其次明确自己的情感，并围绕情感核心在创设的情境下来描写雕像，注意要有一定的细节描

写。在具体的表述中，还应注意选词造句的形象、贴切。 

 

26.  

【答案解析】 

家国情怀 时代担当 

学而思高考研究中心 刘强 

 2017 年北京卷，在形式要求上延续了二题选一、文体特征鲜明的传统，在内容导向上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凸显责任担当意识。无论是议论文“说纽带”，还是记叙文“共

和国，我为你拍照”，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当属题目的选材。正值高考恢复 40 周年，高考选拔

什么人才，为国家贡献怎样的接班人，这两道作文题给出了鲜明的答案。 

 “说纽带”一题，表面看只是对词语的解说；早在 2005 年，北京卷就出过“说‘安’”

的题目。但它毕竟与以往大不相同，原因在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从题干材料看，“经济

全球化发展”需要纽带，让人想到“一带一路”这个重要的国家战略；“文化的发展”需要

纽带，让人想到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文化课题；“历史的传承”需要纽带，叫人联想传统

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社会的安宁”需要纽带，叫人联想社会治理的创新与完善；“校园的和

谐”需要纽带，又令人想起校园霸凌、校园风气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问题……“纽带”的多义

性让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但前提是学生的视野和情怀要跟得上这份选择。要谈出时代感，

就不能只呆在教室里死读书，更要关注时代，关注国家，拥有广阔的视野。作为议论文，要

展现逻辑性和思想性，又不能局限于搜集信息、了解现状，更要探求原因与价值，阐释利弊

和方略，拥有当前时代和当下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担当。 

 “共和国，我为你拍照”一题，可谓是“中国梦”的具象化。设想国家在 32 年后的样

貌，本质上是将学生放在“蓝图设计师”的位置，因此有没有自觉的担当精神，有没有厚重

的家国情怀，从基础上影响着整篇文章的质量。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32 年后 50 岁，恰好

是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篇作文从某种意义上是对他们的警醒，提醒他们每张照片都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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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沉甸甸的责任。此外，作为记叙文的专用题目，它的题干保持了一贯的指导性，“有叙述，

有描写”，提示表达方式上要综合使用；“可以写宏大的画面，也可以写小的场景”，提示切

入的角度可以大到国家、社会的整体面貌，也可以小到一顿饭、一辆车、一个人。这也提醒

未来的考生，首先要走出教室，开放视野，关注时代与国家，拥有自觉担当的意识；其次，

既要留意大的形势、动向，又要关注身边的小事，让对国家、自我的期许与责任具化在生活

的点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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