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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城事

记者 邵晓鹏蒋玲玲 /整理

昨日11点30分，全国语文高考结束，各地作文试题陆续揭晓，浙江卷的作文题

目聚焦在“人才对你未来发展的启示”。我们事先向几位作者预约了“同题作文”，在

较短时间内，4篇风格迥异的“同题作文”以及一名富中教师的“点题分析”全部收集

到位。

高考作文是写作能力的一次重要检验，虽然不能决定某个人最终的写作成就，但

这样的检验是非常难得的。文无定法，全民瞩目的高考作文该怎么写？依然保持一

成不变的经典套路？还是突破形式，让情感和思想飞扬？

我们不想说高考作文一定要怎么写，但写作的本意是表达人的本心，展现独一份

的思想，只有接纳更多元的形式和精神，才有可能让作文回归良好的生态。

“人才和创新，对你未来发展的启示”
高考作文题出炉，这道题你会怎么答

本报带来4篇风格迥异的“同题作文”

2022高考特别策划

“今年浙江高考语文作文题的背景材

料中，第一段交代了浙江省近年来的政策

导向，强调‘创新’和‘人才’；第二段举例

交代了各行各业青年创新人才取得的成

就，即政策实施的结果，命题要求考生谈

对自己未来发展的启示。”王德宸介绍说，

在他看来，题目的逻辑可简化表述为：浙

江政府鼓励人才创新，各行各业青年人才

也通过创新取得了重要成就，考生未来也

要争做新时代浙江创新型人才。

相较于近几年“落差与错位”“得与失

是过程、终点还是起点”等题目的人文倾

向，王德宸表示，今年作文题更加倾向于

时代背景下青年成才的主流意识，可视为

对明年回归全国卷的过渡，并与2018年

的“浙江精神”遥相呼应。“从思维发展来

看，往年多为两难两可式的思辨性题目，

即没有既定结论，需要考生思考、辨析提

出观点并展开论述；今年变为阐发性题

目，即读出材料的指向并对既定结论展开

论述。”他说。

从学生应考来看，王德宸认为，虽然

今年题目审题难度较小，但写出好文章有

较大挑战。对具体写作内容，他分析说：

“题目第一关键词为‘创新型人才’，考生

可从‘创新的重要性’‘如何成长为创新型

人才’等角度展开论述；第二关键词为‘新

时代浙江青年’，虽强调‘浙江青年’且材

料所举之例也均为浙江青年，但浙江青年

与全国其他青年相比在创新的追求上不

应具有特殊性，故第二关键词可简化为

‘新时代’。所以，考生行文应立足于新时

代特点，指向争做创新型人才。”青年不问出处
周建标/文

大学填报志愿时，我想填的是自己
喜欢的“法学”，可年迈的父母对我说，咱
没有靠山、没有后台，毕业出来恐怕也找
不到好工作，“朝中没人莫做官”，不如读
师范，又安稳又轻松。我听从了他们的
建议，读了师范，做了一名青年教师。后
来我常听到的一个词叫阶层固化，类似
于龙凤生龙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说
法。走上社会，老一辈都会传授一些经
验之谈，诸如婚姻，讲究的是门当户对，
否则就是不幸福、不长久的，于是不敢追
求心仪却门庭悬殊的心上人。

这些貌似金科玉律式的说法紧紧地
束囿着我们的思路和行动，还没走出第
一步，就缩手缩脚，不敢越雷池半步。我
们自个儿把自己捆住了手脚，谈何变革
和发展？

看电视剧《觉醒年代》，一大批热血
青年为了革命的胜利，历经坎坷，前赴后
继，打破了黑暗的“铁窗子”，给民众迎来
了曙光。如果没有青年的振臂高呼，气
冲斗牛，很难想象能打破这焊得牢牢的

“铁窗子”。可以说，在改朝换代、社会迭
变的关键变革期，都有青年人的身影和
力量，他们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助推者和
创造者。

有研究者对 435 位诺贝尔自然科学
奖获得者取得获奖成果的年龄进行统计
发现，取得获奖成果最年轻的科学家是
21 岁，绝大多数取得获奖成果的年龄在
45 岁前。可见，青年时期是科学家更能
出科研成果的年龄段。这彻底扭转了青
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固有印象。

青年，不应被一些所谓的经验、习
惯、传统所束缚，他们应该有自己独特的
精神追求和生活历程，应该去挑战一切
固有的惯性和做法。挑战，应是青年的
代名词。

勇于挑战，女子也能上天，“95后”姑
娘徐枫灿，通过刻苦训练，不是成为我国
陆军首位初放单飞的女飞行员了吗？敢
于挑战，普通工人也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年轻的普通学徒工杨杰，不是获得省劳
模称号了吗？青年不问出处，只要你充
满挑战精神并付诸行动，你就是新时代
的英雄。

当然，光有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还得
有实践探索的务实行动，还得有不懈学
习的良好习惯。沉下心来，脚踏实地，不
信邪、不唯书、不怕苦，一步步去实现自
己的目标。青年，是人生最意气风发的
高光时刻，“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此时不挑战，更欲待何时！

习近平总书记曾殷殷嘱托，青年要
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没有条件，
就努力创造条件。尽管我们身处各种各
样的环境、条件，但只要永葆挑战精神，
精进不懈，其结果就像我们做了30多年
的那个标点符号句子一样：“张华考上了
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
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
途。”

自然，这个“光明的前途”，包括年轻
的你，我，他，我们大家。

“创新”是青春的底色
鱼木/文

曾有人说，“80 后”是垮掉的一代，
“90 后”非主流当道，“00 后”没有希望。
后来，“80 后”用肩膀扛起了家国责任，

“90后”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00后”
用才华和信念证明了自己。

其实，从来没有垮掉的一代，只有奋
进的中国人。“95后”姑娘徐枫灿，是我国
陆军首位初放单飞的女飞行员；之江实
验室智能超算研究中心团队，“90后”成
员占比极高，还斩获戈登贝尔奖……浙
江青年在各行各业、不同领域开拓创新，
他们正在以行动与实力证明，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是好样的。

然而，所有成就的取得，除了需要不
懈的奋斗，还需要“创新”。没有创新，人
就不能成长，时代就不能进步。五千年
中华文明的沉浮，告诉我们创新是推动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四十余
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创
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进的路上必然会遇
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运用创新
思维去攻坚克难、披荆斩棘。

创新是挑战，它是艰辛的，但不是高
不可攀的。

首先，环境是成就创新的土壤。我
们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人工
智能、数字经济、太空探索……时代创新
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生长于浙江大
地，为我们带来的则是更宽松的环境。
创新有风险，作为“丰裕一代”，青年人可
以放开手脚，追求超越温饱的自由、舒适
以及成就。近年来，浙江省着力强化创
新驱动，深入实施“鲲鹏行动”等人才工
程，更是给足了年轻人底气。

其次，积累是成就创新的条件。古
人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做事情不一点一点积累，
就永远无法达成目的，创新亦如是。以

“90后”青年工人杨杰为例，从一名普通
学徒成长为“浙江工匠”，荣誉背后是长
达十多年的积累。“进入公司才发现在学
校学的东西基本用不上，一切都得从零
开始。”中专毕业的杨杰深感自己知识的
匮乏，自此便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学习
之路。上班时，他是师傅的“小尾巴”，仔
细观摩，不懂就问，图纸更是翻了一遍又
一遍；下班时，同龄人都在休闲娱乐，他
却乐得在油污里摸爬，尝试制作每台设
备的工作原理说明书。从不满足于对设
备进行机械结构改造，继而专心投入非
标自动化设备改造，后来的后来，顺理成
章。

再则，勇气是成就创新的必须。创
新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会遇到
挫折和失败，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不断
进取，当创新“误入歧途”时，也要有勇气
及时调整方向。对此，华中科技大学副
校长骆清铭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从事
基础研究，第一位的就是发前人所未发
之声。骆清铭在读博阶段，大胆改变研
究方向，把红外技术应用于生物技术研
究，从而取得了创新性成果。他所带领
的团队，更是在世界上绘制出第一套单
神经元分辨的小鼠全脑三维结构图谱。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好时代，但机
遇不会眷顾因循守旧、坐享其成的人，而
是留给勇于创新的人。“弄潮儿向涛头
立”，在社会创新发展的时代大潮中，我
们决不能做埋首沙丘的鸵鸟，要与时代
同频共振，在实践中锤炼自己的创新能
力。

只要够努力
王建潮/文

我儿子高考那会儿，没有被心仪的
专业录取，很失落。我说了一堆大道理，
屁用没有。后来我说，你是成年人了，还
这么婆婆妈妈，你要是真喜欢，就去读
呀。他倒真去选修了。额外多读一门，
辛苦可想而知，完全是靠晚上、双休日苦
读。幸好读的是喜欢的专业，似乎也不
太累，至少他很少抱怨。毕业后，这专业
果然起了大作用，他找到了一家很好的
公司，薪酬也蛮高。

我举这个例子，完全是图个方便。
实际上儿子也不是什么高新人才。我的
意思是刚要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必要懂
得一个道理，完成学业是最基本的事，你
得从进校第一天就定好目标，认清自已
的所要，然后就要认死理，下死功夫。

浙江现在正处于大发展时期，近十
年来，据说外来人口流入有上千万，而优
秀人才引进则居沿海地区之首。浙江精
神、浙商精神早名声远扬，生活在浙江的
学子在这样的氛围下长大，应该说是幸
运的。这块充满活力的大地，也期待着
年轻人来焕发青春。但尺有所短、寸有
所长，有人欢喜必有人愁，肯定有许多学
子在高考中会遇到挫折，然后对前途产
生悲观的情绪。这时候就需要及时调整
情绪，认清自我，发现自己的长处。天生
我才必有用，这不是一句虚话。有人喜欢
作文，有人擅长计算，有人字写得好，但动
手能力就不如我。就像我听到的一个叫
杨杰的小伙子，才中专毕业，却从学徒开
始，一步步成长为“浙江工匠”，成为让人
羡慕的技术专家，还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
名的工作室。回顾走过的路，他提炼出
一个字：爱。爱，可抵岁月漫长；爱，会忘
却辛苦；爱，是专注；爱，是精益求精。这
其实也是浙江精神的一种体现。

青年，是人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许多
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的最大成果、最佳
作品都是在年轻时完成的，而且许多成
大事业者，他们的起步阶段也很平凡，但
他们有目标，有理想，对认定的事有一根
筋的执着。

总的来说，年轻人还是要有点理想、
有点担当的。我们也不说高大上的口
号，但少年强则国强，青年兴则国兴，是
不会错的。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
大时代，当然更需要高科技的创新型人
才，但也需要平凡者在平凡的岗位上兢
兢业业。一个年青的科学家发现了一个
理论，名声很快流传出来，一个年轻的工
程师攻克了一个难关，马上得到了奖励，
这无可厚非，但我们也要关注普通人在
普通的岗位上做出的贡献。你一个年青
的公交车司机把车开安全了，你二十多
岁就决定做一辈子车工，并通过努力，把
一只只零件车得分毫不差，难道不是值
得尊敬的么？

当年轻人能认识到自己的优长，找
到合适的工作，并把此工作当作事业来
做，我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肯定有个美好
的前途。

担当使命勇创新
我辈青年写新篇

五女士/文

《礼记·大学》有言“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无数次证明，创新精神让我们
在局限中开拓新思路，在逆境中找寻新
方法。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青年，我
们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加自觉的使命
担当，把提升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
抒写社会主义新篇章。

回望过去，新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
速度迅猛发展。从雨后初生，到如今的
枝繁叶茂。在这一中国速度的背后，是
几代青年人的青春，他们无私奉献、艰苦
奋斗、勇于创新。

李大钊等人创新性地引进了马克思
主义，为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新思想；钱
学森带领团队研发了我国第一颗导弹，
实现了我国导弹零的突破。他们用实际
行动展现着创新的力量，为国家的进步
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能量。

着眼当下，处于新时期的我们更应
继承这种求真务实、敢于创新的精神。
大国青年，应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潮头，树
立创新精神。冬奥会上“青蛙公主”谷爱
凌不断突破自己，实现了女子1620动作
零的突破。“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
团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

“海牛Ⅱ号”下钻231米，刷新深海钻机钻
探深度纪录；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
产，实现100万千瓦满负荷发电。这些都
是无数青年人共同努力奋进，不断创新
取得的硕果。

放眼未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的宏图已经展开，要实现
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
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
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等目标，
都离不开青年人的不断进取与拼搏创
新。

刘禹锡曾言“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
道。”敢为人先，是近代变法图强之进步
精神；与时俱进，是改革开放之探索精
神；开拓创新，是新时代繁荣发展之变革
精神。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就要赓续
百年以来展现出的精神风貌，胸怀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心系祖国、志存高远，继承不
断创新的精神，肩负起历史责任，为祖国
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语文教师析题】

王德宸（杭州市
教坛新秀、富阳中学高三语
文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