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高考早已尘埃落定，关于高考作文的不断思
索，是新一届高三学生不能松懈的；高考作文是高考语文
的“半壁江山”，极大地影响着考生高考成绩和未来发
展。已经考过的高考作文题目，肯定不会重复，但高考作
文对学生的素养要求，学生在高考作文中的短板，却是年
年相似、年年重复。

连续五年参加高考阅卷，作为作文题组组长，阅卷中
我时刻提醒组里老师，“批阅高考作文，就是为国选才。
阅卷教师一定要有爱才之心”，鼓励他们勇于打高分。曾
经对给分偏低的老师近乎咆哮般纠错：“不要用所谓‘满
分作文’来作为评分标准，不要拿发表文章来作为评分参
照，更不要用作家经典文章来比对考生作文……”被我吼
得一脸懵圈的阅卷教师十分无辜：“罗老，有些作文粗看
还可以，但它们几乎没有‘结合漫画的内容和寓意’，咋高
得上去嘛？！”

确实，用鼠标扒拉扒拉那一篇篇还算“卷面整洁”的
考场作文，鲜有能够“结合漫画内容”演绎师生真情，更没
有能够结合漫画寓意来阐发师者仁心，虽然也有表达尊
师重教、感戴恩师、回忆青春校园的文字，但几乎都是置
漫画于不顾——对漫画中老师可敬可亲、真挚自然的感
人话语，对漫画中从学生背影都可以感受到的真情流露，
对漫画作者小林的特有视角和细腻体验……要么听而不
闻视而不见，要么缺乏应有关注与应有感悟。相当一部
分作文，是考生近乎呓语的自说自话，或者近乎套作宿构
的我行我素。能够按题目要求有意识“结合漫画的内容
与寓意”的作文，比例很低，几乎是凤毛麟角，寥寥可数。
高考作文，决定命运，却几乎被考生玩儿成了“变形金
刚”。作文偏离题目要求，语文成绩则难以冲高。这样的
遗憾年年有，但愿今后越来越少。下面笔者结合阅卷情
况，对今年高考的作文情况作一评析。

【真题再现】2019全国III卷作文
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

的文章。

要求：结合材料的内容和寓意，选好角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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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题时，面对作文题目中这些词语：“阅读”“要求”
“结合”……我们是否稍作停留？作文审题，是真实“阅
读”，还是仅做“扫描”？“阅读”不是“扫描”，不是浏览，更
不是泛泛而读，走马观花。阅读，是一种理解，是一种领
悟，是吸收，是鉴赏，是评价，是探究语言文字的内容与形
式的思维过程。作文题目中的“阅读下面的材料”，是要
求我们对命题材料要理解和领悟，要求我们进一步评价
和探究，甚至还包括必要的“吸收和鉴赏”。一句话，“阅
读下面的材料”，应该具有足够思维含量，而不是匆匆一
瞥，然后凭着自己一知半解仓促写，一边写一边找感觉。

考试作文命题进一步要求，写作要“结合漫画的内容
和寓意”。对命题材料的漫画内容和寓意，考生应有仔细
的观察和感悟。漫画中，一位老师、两个学生、三行话语，
当然还有“留白”。 老师，头顶微秃，身形清瘦，显得睿智
而博学，言语亲和而深情；男生普通，女生长发，充满着校
园记忆；书桌和书本，熟悉而富有想象空间。三行话语，
点明高三毕业季师者的情怀，学子的感恩。淡淡的漫画，
浓缩着毕业前最后一课的师生情谊。

进一步细看漫画。画面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充满
温情的老师，一是两位认真学习的学生；学生在认真看
书，老师在深情凝望。左下文字画龙点睛：“毕业前最
后一节课”，提供了背景环境；“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
看你们”，表达着令人感喟的师生情谊。其中“再看看”
是关键词，将学生、书和老师三者巧妙联系在一起，突
出老师传播知识之敬业，更表达了老师培养学生成长
之殷殷深情。

清楚了漫画的内容，更要读懂漫画的寓意。将画面
与文字融合在一起思考：老师的神情和言语，反映了老师
在学生即将参加高考时的深切期待和恋恋不舍，反映出
真诚的关爱与祝福。深入挖掘内涵，便可以引申出老师
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老师对学生的不舍和关爱，学生
对老师的感恩和铭记，师生间三年的深厚情谊。作为命
题材料，这幅漫画表现的是“毕业前动情一刻”的生活横
截面，考生至少应该从三种角度去思考：为师者有仁爱之
心，众学子对恩师景仰感戴，记录者感悟定格，刹那永恒。

“结合漫画的内容和寓意”——考生作文要“符合题
意”，关键是要做到“结合”。“结合”是人或事物间发生密
切联系，“结合漫画的内容和寓意”而不偏离题意，需要
考生对这个寻常普通的、司空见惯的“结合”，要有新的
认知。2019 年全国 I 卷作文的要求是“请结合材料内容
……”，2019 年全国 II 卷作文的要求首句更简洁：“结合
材料”。自2015年全国高考“新材料作文”问世以来，高

考作文写作一直强调要“结合材料内容”。遗憾的是 ，
很多考生在考场上辛辛苦苦写出的作文，怎么看也看不
出“结合”。他们作文的内容和命题材料，水是水，油是
油，纯粹是“两张皮”，根本谈不上“结合”二字。对这类
作文，阅卷老师只能评判为“不符合题意”。即使一些比
较幸运的被评为高分的作文，也往往有不能很好结合材
料的内容与寓意而导致“不符合题意”，比较典型的有以
下几种情况：

缺乏整体把握和准确理解。对漫画内容的把握欠
准，对画面内容的观察无序无方，缺乏有方位的、有层次
的、有深度的观察和思考。

牵强延伸，情爱泛滥。由漫画中的老师之爱，写到父
母之爱，再写到祖国之爱；由师生之情，联系到同窗之情，
进一步联系儿女之情；从老师与学生的深情，联想到父母
与子女的深情，再进一步写国家与人民的深情。把情感
无限制扩大化，导致情爱泛滥，与漫画内容与寓意相差甚
远，结果是离题万里。

时政热点充斥，写作生硬联系。虽然在文中提到漫
画，但直接写成对青春、奋斗、中国梦的认识，对漫画内容
和寓意要么无视，要么是蜻蜓点水。这类作文其实已经
涉嫌套作，甚至可以判为宿构。

考生情感贫乏，作文思维窘困。一些考生对漫画的
内容和寓意有一定理解，但思考不深入，表达不准确，认
识模糊含混，仓促构思下笔，写作中只能表达自己对漫
画的机械解说和生硬推理。考生表现出情感贫乏与思
维窘困，反映出平时缺乏情感体验与引导。

只能一鳞半爪，不能联系感悟。一些考生只能就其
中老师所说的“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表达自
己对老师“诲人不倦”“爱护学生”的片面理解，缺乏对社
会和教育的背景的联系，缺乏对自己学习生活联系。狭
窄而局促的思维格局，往往缺乏深入感悟生活、生成思想
的能力。

此外，阅读材料还要避免概念化、贴标签（如：善良、
同情、团结、诚信、虚心、助人为乐、团队精神......）等行为，
要自觉杜绝“碎片式思维”和“口水话表达”，力求在研讨
碰撞中形成具有思想张力的观点见解。思想来自于阅读
和思考，也来自于思维的碰撞和研讨。阅读、积累、思考、
讨论、交流分享、展示评议、反复修改......是高三作文中不
可或缺的思想碰撞活动，有，或没有，一个学生的思想状
态不可同日而语。

高考作文写作，关乎考生的发展和命运。需要我们
克服考场上阅读作文题目漫不经心、缺乏深入理解感悟
的“审题习惯”，更需要我们在高三阶段的作文训练中着
力于锤炼思维，训练表达习惯，不断提升写作品质，方能
在考场立于不败之地。

高考作文如何“结合材料内容与寓意”
——以2019高考全国卷III作文审题指导为例

成都市金牛区教科院 高级教师 罗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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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文深度解析

三千桃李在，不负师者情
四川一考生

三年磨一剑，一朝制敌；千日师者情，永生难忘。毕业
之前的最后一节课，不仅是学生备考的最后时期，更是师
生共同奋进的最后时期。从这之后，你向考场走去，他从
讲台离去。每一个老师心中都回荡着这样一句话：你们再
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开头对偶,引出对漫画理解，再现
离别画面,“你向考场走去，他从讲台离去”,突出师生情
谊。）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一个人遇到好的老师
是人生的幸运，一个人取得良好成绩离不开良师在上战
场前的每一次教诲。因为王维克发现华罗庚的数学天
赋，才有诸如“华氏定律”的诸多数学研究成果的发现；受
美术老师陆寅生的指导，才有张乐平《三毛流浪记》的诞
生；因为藤野先生的恳切指导，才有鲁迅为中国医学乃至
为中国觉醒的觉悟……而现在的我们，拥有在高考前仍
然尽职尽责的老师，实应心怀感激、不负师恩。（列举老师
典型,感受师者情怀。）

《女王的教室》中问道：“为什么这么热爱教师的工作
呢？”其回答是：“因为教育会创造奇迹。”此言不差，老师
这门职业在平凡中伟大，在艰辛中创造神奇。正是有了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心，才会有张心

芸深扎山区二十一载，才会有周宏军用一根扁担撑起一
座学校；才会有千千万万的老师为了学生的成绩和前途
焚膏继晷，日夜辛劳。（事例丰富、由点及面、使论证更有
说服力。）

然而面对老师的无私奉献，不尊师甚至出手伤害老
师的事件屡屡出现。独生子女社会里，对孩子的过度关
照使其忘记尊师之道，社会舆论也频频谴责老师体罚学
生，过量的负面新闻使社会风气距离尊师重教越来越远，
教师尊严亟待提升。

故而，当今社会，更应谨遵尊师重道的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尊重老师，尊重知识。“疾学在于尊师。”古训教导
我们，学习的源头在于尊师。于学子而言，不顶撞、不欺
辱老师是尊师的表现；于社会而言，“把教鞭还给老师”，
让老师有更大的教育权利是尊师的表现；于国家而言，积
极建设教育强国，推进教育基础工程建设是尊师的表
现。强国必强教，强教必尊师，学子受教，不可忘却师者
情谊。（引用与排比融合，提升文采。）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晴雨，师者教导
学生，潜心研究学问；一千日夜，三千桃李，六科学问，九
思不忘，学生回馈老师，今朝震响天下。高考的战场，三
千桃李在，不负师者情，明日光辉照，尔来送春风。（巧用
数字，列举老师的价值,回扣点题。）

【写作借鉴】

1.事例丰富，论证充分。文章列举王维克、陆寅生、藤

野先生、张心芸、周宏军等事例，贯穿古今、海内外，丰富
文章内容，使论证更有说服力。论证过程，作者能够将思
维进行拓展，延伸出具有思想性的观点，表达了对师生情
谊的深刻理解。

2.思路严谨，结构合理。文章围绕“不负师者情”这一
中心，谈及教师的对个人、对社会的重要意义。然而笔锋
一转，当今社会存在“不尊师重道”的现象，并从个人、社
会、国家角度提出解决措施。整个论证思路严谨有序，表
现出鲜明的逻辑性。

3.巧用数字、流露真情。文章开头和结尾巧妙使
用数字，表露作者对教师的感恩之情。整个写作过程
中，作者运用成熟大气的语言，如“强国必强教，强教
必尊师，学子受教，不可忘却师者情谊”等，展示出健
康的思想。

【考场得分：60分】

一类文展示

桃李芬芳，师生情长
贵州一考生

蝉声阵阵，麦浪金黄，又是一年丰收季，又是一年毕
业季。分离之际，老师的一句“你们再看看书，我再看看
你们。”饱含无限不舍，无限心酸，更是师生情感的迸发。

2019全国卷Ⅲ优秀考场作文选登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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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古
代文学家韩愈准确定位了老师的职责：传道授业，为学生
开启智慧之门。然而，今日之社会对教师提出了更高水
平的要求，讲授知识，更要升华灵魂，让学生真正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人。老师，既要传授知识，浇灌学业；又要立
德树人，走进学生的内心。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职业。

“一个人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民族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徐特立一生扎
根基层教育，毛泽东称赞他为“一生的先生”；陶行知一
生献身教育，彰显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
赤子情怀；朱自清、闻一多于国难当头潜心育人，为祖国
的重建提供大批人才……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匡正危亡，
才有了如今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如此职业，怎不让
人敬重？

诚然，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并不是所有老师
都可以抵住诱惑,因为各种指标,升学率,奖金都渐渐蒙住
了他们的双眼。但这不应成为抹黑教师群体，否定师生
关系纯真的理由。表面上看，毕业前的真情告白，是师生
之间的深情与不舍。更深层来说，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
相互认同。老师认可学生的努力，学生认可老师的付
出。正是这种在师德基础上的相互认同，让看似冰冷，疏
远的师生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感人的色彩。

让师生真情重回人间，让教育圣地多些温情，我们更
应共同努力。社会应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风气，完善
对教师职业的制度保障，让教育工作者有尊严，有担当，
才能更好的立德树人，行为世范。同时我们也应从自身
做起，尊重老师，尊重教育，主动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
广大教育工作者更要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更新教育观念，
走进学生内心，让教育真正有血有肉，为良好师生关系保
驾护航。

桃李芬芳，师生情长。唯有让师生真情回归讲台，才
能有学生之健全，教育之腾飞，民族之未来。

【阅卷专家解读】

这是一篇观点深刻的议论文。所以被评为满分，以
下几点值得学习借鉴：

1.观点思辨，认识深刻。文章表达对师生之情的思
考，突出老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作用，表达对老师的崇
敬之情，展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具体论述时，对每一个
问题的分析都不偏颇、客观全面，体现作者的思辨性。

2.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文章围绕“师生情长”这一中
心，从古今对“教师”进行定位解读，并举例论证教师的

“师德”。社会中存在的不良现象不足以对教师职业否
定，进而明确“尊师重道”的具体做法。整个分析过程由
表及里、层层推进。

3.句式整齐，修辞生动。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恰当地安
排了整齐的句式，或排比，或对偶，表现出语言的生动性，
增加了表达的气势。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老师的深深情
谊，表达了内心的感恩与爱。

【考场得分：60分】

用吾辈之成绩，报吾师之厚恩
贵州一考生

“鹤发银丝映日月，丹心热血沃新花。”诚哉斯言。时
光流逝，如梦的岁月，早已染白了您的头发；昏暗的灯光，
依旧映照着您的身影；未启的阳光，还在催促您的步伐。
追梦的路上，是老师的陪伴，助我们奋力奔跑！

犹记，考前的最后一节课，您的一句：“你们再看看
书，我再看看你们。”饱含着多少深情。您多想再嘱咐我
们几句，却又想留给我们更多的复习时间；您多想再和我
们聊聊天，却只能把无尽的不舍凝结于一句话；您多想再
给我们上一堂课，却只能默默地看看我们。请您放心，在
您的关怀下，我们定会全力以赴，不负恩师重望；我们定
会用傲人的成绩，报答您的厚恩。古往今来，师者永流
传。

诚然，自古便有了“严师出高徒”的说法，很多人也认
为老师只能是严厉的，对学生严加管教 。但是，老师其实
是慈爱的，他们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为祖国
培养了大批人才，让中国博大精深的尊师重教美德得以
传承。师者，为中国的伟大复兴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
作为新一代的接班人，我们更应尊师敬师。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正是老师的真
实写照。圣者孔子，因材施教，开私学先风；理学集大成
者朱熹，著经论道，弘理学精神；教育家张伯苓，以身作
则，助学生戒烟。正是老师的谆谆教诲，才有了一代又一
代的学子屡创佳绩。子贡尊师敬师，传承孔子遗风；杨时
程门立雪，终学理学真谛；“南开之父”张伯苓，助力现代

教育发展，大批学子投身新中国建设。你们那深情的眼
神，我们不会忘记，老师的慈爱与无私，我们定当铭记于
心，挥洒汗水，以报老师教育之恩。

无数个日夜，我们为了一个目标，携手向前。在最后
的紧张与期盼中，我们带着您的重望踏入了考场。一节
节的备考，一次次的模拟，一声声的嘱托，仍在脑海中回
荡，在耳畔回响。请您放心，我们定会全力以赴，用骄傲
的成绩，换您的笑颜，报答您的教育之恩；我们定会年少
有为，带着您的期望，为祖国复兴，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沐浴着春雨，祖国的花朵
才会茁壮成长。现在，我们气定神闲，回味着春雨，向上
向上再向上；感念着师恩，拼搏拼搏再拼搏！

【阅卷专家解读】

这是一篇内容充实的议论文。所以被评为满分，以
下几点值得学习借鉴：

1.事例丰富，论述有力。文章举例论证段落列举了教
师孔子、朱熹、张伯苓，以及子贡、杨时、大批学子等事例，
表现出对事例的概括能力。教师事例和学子事例对照呼
应。充分论证了教师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作者使用事
例论证的智慧。

2.思路顺畅，水到渠成。文章由名言引出观点，联系
漫画内容，运用思辨性和事例论证教师的慈爱和无私，进
而明确当今学习的做法。结尾以热情饱满的情绪，升华
主题。整个论证思路清晰明朗，表现出结构的严谨性。

3.含蓄隽永，成熟大气。文章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始
终以一种含蓄而优美的语言表达对老师的赞美，营造出
成熟大气的写作氛围。开头一段，作者以充满深情的笔
法，安排对偶、排比句式，以生动的表达，凸显了老师形象
的高大。

【考场得分：60分】

愿你走出半生，回来仍是少年
云南一考生

亲爱的孩子们：
展信好！
此刻，正在给你们写信的我坐在讲台上，看着即将迎

接高考挑战的你们。是的，高考的脚步近了，离我们分离
的日子，也越来越近。高高的书堆后，你们正奋笔疾书，
过五关斩六将，奔向你们曾无数次憧憬的未来。那一张
张脸上，眉头微蹙，带着少年独有的严肃与认真，代替了
我铭记于心的灿烂笑脸。

我常常想，你们心里的我，该是怎样的模样？十多年
后面容模糊的陌生人？一个让人无奈又厌烦的老头？抑
或是一个还算招人喜欢的老师？我不知道。我仅仅是希
望，我曾从你们的人生中路过，告诉你们一点点我对人生
的浅显认识，一些或许有用的教益，还有能够充实你们头
脑的知识，仅此而已，老师便心满意足了。

我放下笔，凝望着台下的你们，一张张尚显稚嫩的脸
庞上还没有时间的痕迹，岁月的风霜，我是多么希望时间
能够停留在这一刻，将你们的天真与单纯妥善收藏。然
而你们却好奇地向外张望，迫不及待的想要在更广阔的
天地翱翔。去吧，孩子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纵使万般
波涛，万般风雨，我始终相信我亲爱的孩子们已经足够勇
敢，足够坚强，足够强大，去面对这世事无常。想到这里，
我不禁笑了，笑我多余的担忧与牵挂，笑我的矛盾：既想
保护你们远离是是非非，又希望你们独自面对风雨，逐渐
成长。

我曾了解过你们的梦想与偶像，也将你们的铮铮
誓言和勤奋努力记在心上。其实，老师在乎的从不是
你们以后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人，会有怎样令人欣喜
的成绩，在老师心里，你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我
只是希望，我亲爱的孩子们走过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有着永不放弃，永不懈怠的少年气；也希望你们能够记
住我那些唠叨，永远无愧于心，无愧于当初的自己，做
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还有啊，不要忘记你曾许下
的诺言，曾有过的梦想，勇敢地去追梦吧，孩子们，不要
屈从于眼前的苟且，只要向前走，总能找到独属于你的
诗与远方。

絮絮叨叨说了这么些，你们不会烦吧？毕竟，这也是
最后一次了，想想这三年朝夕相伴的日子，其实也挺美
好。哪怕曾经跟你们发过火，其实老师也从没有真的生
过你们的气，不过是气你们不把大好青春当回事，怕你们
就这样荒废只换来追悔莫及。

最后的最后，希望你们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愿你走
出半生，回来仍是少年！

你们的老师
2019年6月6日夜于灯下

【阅卷专家解读】

这是一篇格调昂扬的散文。所以被评为满分，以下
几点值得学习借鉴：

1.健康阳光，境界昂扬。文章选择老师的角度、用书
信的形式，把离别前老师内心的不舍、担忧与期待传达出
来，虽未提到漫画中的语言，但是把漫画中老师的心理活
动描绘得淋漓尽致。整个写作过程，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传递出师者发自内心的爱，表现出师者丰富的情怀。

2.思路顺畅，条理清晰。全文以老师的身份组织写作
内容，开头引出高考前师生相处的情景，照应材料，点明
中心。主体部分，以“我常常想”“我放下笔”“我曾了解过
……”等语句，引出老师内心深处对学生的爱。结尾再从
老师的角度出发，表达一种生命的责任感。

3.语言朴实、描写细腻。文章并没有采用华丽的辞藻
和充满气势的句式，只是娓娓道来，通过这朴素的语言，
把将要离别学生的老师的心理细致形象地刻画出来。朴
实的语言，融于细腻的描写中，情真，意浓，展示出人性的
光辉。

【考场得分：60分】

谢谢，老师
广西一考生

毕业前的最后一节课，老师说“你们再看看书，我再
看看你们”，漫画给我的，只是一句简单的话，而回忆给我
的，却是整整十二年的情感。

我有多久没再当面对老师说过“谢谢”了？十二年的
生活，如同淘米，留下的是知识的颗粒，滤去的却是情感
的水。过于习惯的嗓音，强调着烂熟于心的考点；过于熟
悉的双腿，逡巡于三尺一方的讲台。不知不觉间，身为学
生，竟然已把那些隐忍的关切、隐埋的担忧，当成了平常
如流水一样的存在，又甚至，根本未察觉的心意，潜藏在
不理解的嬉笑与责怪的议论后，始终完好无损。还好，在
这即将结束的十二年的末尾，我赶上了最后一次“读懂”
的机会，想要把老师的情感，一一读过。

我拼命想飞，以为没有陪伴，却有人给我翅膀。那些
应试的程序，那些枯燥的训练，我必须埋头苦干，却在内
心将施予者同化成了同样严苛无聊的命令。再次回望，
那些无数次我曾经责备过的为了梦想的“妥协”，却总蕴
含着一个人的苦心，他是如此沉默，只吩咐过“必须”，从
未谈及心意；只咆哮过“失望”，从未表露期许；只呐喊过

“强者”，从未给予安慰。但是，当我再次读过，他竟是这
么丰富，这么多的言语，刻在十二年的风中，拂过一个学
生的一生。

我奋力向前，以为足够辛苦，却有人比我更甚。晨起
的早读，晚归的自习，总是默默的背影，告诉着我：“你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埋怨作息，埋怨无休止的试卷，埋
怨挫人锐气的成绩，再次回望，我不埋怨和你一起遵守的
作息，不埋怨和你一起苦做的试卷，不埋怨和你一起分析
的成绩。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我
们之间，从来不是命令与被命令、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
我们是共同战斗的人，是一起拔节生长的树。

再看看我，老师，看我向远方飞，青鸟鼓翼，鹰击长
空；再看看我，老师，看我向阳光生，扎根岩缝，开出生命；
再看看我老师，看我向激流进，乘风破浪，中流击水……
再看看我，老师，看我重生在光明之下，用不再匆忙狼狈
的神色，郑重说出那声“谢谢”。

谢谢您的目光，穿过十二年的光阴，始终温柔。

【阅卷专家解读】

这是一篇情感细腻的散文。所以被评为满分，以下
几点值得学习借鉴：

1.贴近生活，真实感人。文章未列举古今中外名师、
师德事例，而是选取自己身边的老师，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事，以真实的记录，展示师生相处的和谐，触笔细腻，更能
打动读者。

2.层层深入，论述有力。文章围绕“感谢老师”这一中
心，开篇写出自己对老师付出的忽视甚至不屑，由此引发
作者的回忆，重燃对老师的感恩之心。结尾表达对老师
的敬意，升华主题。整个论述过程在层层深入的理解中
展开，展示出强大的论证效果。

3.巧用对比，调整句式。文章多处使用对比，如：留下
知识、滤去情感，老师的付出、学生的误解等等，让读者心
中不禁一颤，引发自己的思考。同时，运用对偶、排比、比
喻等修辞，使表达更加生动，体现了作者深厚的语言功
底。

【考场得分：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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