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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凸顯時代主題 全人教育導向鮮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2019 年內地高考昨日正式開考，約 1,031 萬考
生迎來了人生中的第一「大考」。是次高考全
國Ⅱ卷作文，要求考生代入五個歷史節點時期
的青年角度作文，引導考生以參與者的身份體
驗歷史，思考未來。教育部考試中心表示，今
年的高考作文題目凸顯時代主題，積極反映家
國主題，突出對體美勞教育的引導，充分體現
了高考語文以文化人、全面育人的鮮明導向和
不懈追求。
年高考語文試卷作文題共 9 道、漢語作
文題 1 道，其中 4 道由教育部考試中心
命制，6 道由北京、天津、上海、江蘇、浙
江等省市命制。試題以材料作文為主，積極
反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貼近時
代、貼近社會、貼近考生實際，綜合考查考
生的思維能力、寫作能力，全面落實「培養
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
班人」的時代要求。

今

激勵學生全面發展
教育部考試中心對高考作文題目進行權威
綜評時提出，全國Ⅱ卷作文試題「青春接
棒，強國有我」精心選擇五四運動、新中國
成立、改革開放、五四運動 100 年、新中國
成立 100 年五個標誌性歷史節點，啟示考生
深刻感受中國青年與祖國、民族同呼吸、共
命運的光輝歷史，引導考生以參與者的身份
體驗歷史，思考未來。例如天津卷作文就以
「愛國情懷」為主題，啟迪考生體悟愛國主

%

義精神內涵。
教育部考試中心還認為，今年的作文題
突出了對體美勞教育的引導，努力將「五
育並舉」落到實處，激勵學生全面發展。
全國Ⅰ卷作文「熱愛勞動，從我做起」引
導青少年學生對勞動本身進行深入思考。
全國漢語卷作文「奧運我最愛」回應 2022
年北京冬季奧運會倒計時 1,000 天這一熱點
事件，引導考生深刻理解體育精神，領會
體育中的愛國情懷。

67 歲的李祝意出身於棕編世家，
今年家族有近百年的棕編工藝傳承史。

棕製床墊、鞋墊、繩等生活用品，竟
也發現不少裝飾品，甚至有家傳戶曉

時代變遷 一度沉寂

工作室裡，除了常見的

李祝意回憶起小時候的生活，對當時的
農民而言，蓑衣就是不可缺少的農用雨
具。但有很長一段時間，李祝意曾放棄了
這門手藝。因為笨重的蓑衣被輕便的雨衣
取代，棕墊也被蓆夢思替代，李祝意「失
業」了。
世事難料，對生活質素要求漸高的都市人
因為山棕製品用料天然，且防潮、防霉、防
蛀又透氣，使其再次成為熱門商品。於
是，他在 4 年前重操舊業，進城開店，還
辦起了學堂，為孩子們傳授棕編手藝。

的多拉A夢。這些產品均出自湖南邵
陽的棕編傳承人李祝意之手。這位花
甲之年的手藝人不但製作出不少充滿
創意的作品，更如時下年輕人一樣開
網上直播，以實時問答零距離宣傳棕
編，以求將這技藝傳承下去。
■文/圖：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青春接棒，強國有我》
全國 III 卷：
《漫畫材料題「畫裡話外，師
生情長」》
全國漢語試卷：
《奧運我最愛》
北京卷：

天津卷：
《愛國情懷》

■內地高考昨日拉開
帷幕。
帷幕
。
新華社

上海卷：
《尋找「中國味」》
江蘇卷：
《五味調和，共存相生》

深圳紅嶺中學考生家長禤女士為孩子準備
的愛心高考早餐是一個包子和兩個粽子，寓意
「包中」。
除了「粽」味祝福，向日葵也成為今年高
考吉祥物，在不少考點，都可以見到學生家長
手執向日葵，祝考生「高考必勝，一舉奪
『葵』」。

館二樓的「匠心棕藝」

全國Ⅱ卷：

彩，二選一》

那麼今年最難的作文題出自哪家？網友一
致把票投給了江蘇省。這篇材料為「物各有
性，水至淡，鹽得味。水加水還是水，鹽加鹽
還是鹽。酸甜苦辣鹹，五味調和，共存相生，
百味紛呈。物如此，事猶是，人亦然。」的作
文題，要求考生給出哲理性的探討，令不少考
生在審題時就遇到了挫折，被喻為「地獄級」
高考作文題。

在湖南長沙雨花非遺

《熱愛勞動，從我做起》

《 文 明 的 韌 性 和 2019 的 色

江蘇卷地獄級難度

自16歲起，他便師從湖南邵陽李良謀大師
學習純手工山棕床墊製作，從此開始了長
達50多年的棕編生涯。



全國Ⅰ卷：

作文測歷史節點
引高考生通古今

開考遇端午 摸粽寓高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高考首
日恰逢端午節，不少考場和家長的祝福遂顯別
出心裁。
廣州天河中學考場外掛起了一排紅色包
裝的粽子，考生們排隊「摸粽」入場，寓
意一舉「高中」。家長們也紛紛在紅粽下
面合影。

各地高考作文題

浙江卷：
《「作者」與「作品」》
整理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江西的士司機 義載考生送暖
高考首日，在雨點當
中，「的哥」廖軍如約啟
&
程接送高考考生。他從未
參加過高考，但 11 年來，
坐他的車前往考場的學生不下百名。
「愛心送考」，這是他和考生之間多年
不曾改變過的約定。

今年已聯繫逾 200 考生
對於從未有機會參加全國高考的廖

迎合青年 手法貼地
為了推廣棕編，2018 年 4 月，李祝意受
「映客直播」邀請，開始進行推廣棕編非
遺文化的網絡直播。李祝意坦言是初次嘗
試直播，但他認為以年輕人喜歡的方式推
廣棕編文化會收得更好成效。
李祝意介紹，開始直播的時候面對網友
還有些緊張，可是慢慢的和他們交流多
了，發現現在的年輕人對非遺文化很感興
趣。一次，網友在直播期間向李祝意提
問，「棕編床墊睡着舒不舒服？」李祝意
立即請正在參觀工作室的市民躺在棕編床
墊，並現場訪問感想，這一舉動立馬吸引
不少網友的關注。
與網友互動慢慢多起來後，李祝意越發

軍來說，「高考」這個詞顯得神聖而
莊嚴，因為它給許多孩子打開了通向
更美好未來的大門。為考生「愛心送
考」，已經成為他和「高考」的一條
精神紐帶。
在萍鄉，「愛心送考」義工活動已經
持續了 15 個年頭。今年，全市有 400 多
名熱心市民報名成為「愛心送考」義
工，其中有許多是的士司機，他們專門
在高考期間為考生提供無償接送服務。

今屆高考前夕，就有 200 多名考生與這
些送考司機取得了聯繫。

盼傳承活動互信精神
「和 10 年前相比，現在私家車越來越
多，許多考生都由父母開車接送。」在
廖軍看來，也許有一天，社會不再需要
送考的的士司機，但他希望「愛心送
考」的精神能傳承下去，讓人與人之間
更信任，讓生活更美好。
■新華社

覺得，網絡直播對非遺文化的傳播有着別
的媒介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它能實時地解
答網友的疑問，能實現不限人數的互動交
流，網友足不出戶就能感受非遺文化。非
遺文化借助新媒體的傳播，以年輕網民喜
聞樂見的方式，走近網民，吸引網民，感
染網民，讓冷門的文化「火」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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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草製品，古已有之，南方農
民生產使用的雨具蓑衣就是用棕葉絲
製作而成的。唐代詩人張志和的《漁歌
子》就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
須歸」歌詠當時江南漁家生活場景，可見其
歷史悠久且深入民間。
2011 年 5 月 23 日，棕編經國務院批准列入
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產品縮水 變身飾物

在李祝意的棕編工作室，香港文匯報記
者發現，牆上掛着一件縮小版的蓑衣，李祝
意介紹，現在城市裡的人們不再需要蓑衣遮
風擋雨，但製作蓑衣這門技藝不能失傳，所
以就按比例縮小，製作成可以裝飾牆面的工
藝品，一些有農家特色的餐廳常常會找李祝
意訂做蓑衣工藝品作裝飾之用。還有一些爺
爺奶奶經常買一些小棕刷，棕鞋墊送給家

人，也當作懷念以前的生活。
在李祝意的工作室裡，還擺放着用棕葉
編織而成的龍、蜘蛛、蝸牛等工藝品，這些
也都是棕編工藝化的產物，也更為人們所接
受。在李祝意開設的棕編傳習所裡，每周前
來體驗棕編的學生們也是棕編工藝品的追捧
者，他們在李祝意的帶領下，學着用棕葉編
織，感受棕編文化。

子承父業 不憂藝絕

儘管棕編手藝重新煥
發青春，但他曾憂心找
不到接班人，使這門傳統手藝
會逐步失傳。現在，讓李祝意
感到欣慰的是，「我來到長沙
之後，經過媒體的宣傳和政府
的扶持，想學習手藝的人越來
越多了。」
李祝意有兩個兒子，大兒子
在長沙經營一家設計公司，小兒
子算是繼承了他的衣缽，也在店
裡幫忙。父子倆師承一脈，希望
將棕編技藝發揚光大。李祝意很
是滿意，他知道自家這門老手藝
如今有市場得很，去年還有位邵
陽青年在他這學了棕編手藝，回
家幹起了棕編營生，生意也非常
火爆。他知道，等到自己做不動
的那一天，兒子一定會接過他的

技藝，把這門老手藝傳承下去。

走入學校 從小教起
幾個月前，在長沙雅境中
學，李祝意着一襲棕編蓑衣登
場，同學們彷彿看到了武俠小說
裡的世外高人，他在現場表演了
非遺傳統技藝棕編，並和學生交
流。因該校開設非遺課程，李祝
意每周在這裡給初一年級的同學
上一節棕編課，在課堂上李祝意
給同學們講述棕編歷史，傳授棕
編技藝。
棕編講究動手實踐能力，比
較受思維活躍、動手能力強的學
生歡迎，同學們在課堂上，學會
用棕葉編織蝸牛、蚱蜢、蛇等動
物，在收穫成就感的同時，也感
受到非遺文化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