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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快递

让人眼前一亮的作文离不开这三点：

书写漂亮 语言优美 结构清晰
从今年语文高考看作文备考要点
本期嘉宾：乐山立志达高级中学高三语文组备课组组长曾代琼

乐山市草堂高中
开展主题班会公开课

本报讯（闵怡枫）日前，乐山市草堂高中
开展了一堂以“追逐梦想，砥砺前行”为主题
的班会公开课。

此次班会课从“心怀梦想、逐梦精神、践
行梦想、砥砺前行”四个环节出发，通过写下
梦想、谈论梦想等方式，重塑同学信心。最
后一个环节中，大家观看了关于梦想的演讲
视频，同学们热血沸腾，信心满满，全体起立
合唱《我相信》。

乐山五中
探讨教研管理共谋发展新路

本报讯（鲍涛）6月15日，乐山五中教研
管理团队一行11人来到了对口帮扶学校峨
边彝族自治县西河中学。在为期两天的教
研管理交流研讨活动中，两校教师共同回顾
探讨教研管理，共谋下一学期的发展新路。

15日，乐山五中道法组组长张旭琼为西
河中学老师做了《高效教研组建设的实践和
探索》专题讲座。随后，教师何仲强做了题
为《特殊班级的管理初探》的讲座。讲座结
束后，五中教师深入西河中学的老师们的课
堂，近距离探讨教研，进行了听课、指导、学
科交流。

乐山市新建小学
呵护眼睛 预防近视

本报讯（徐莉红）近日，乐山市新建小学
各班利用班队课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了爱眼
护眼教育，通过宣传普及科学用眼、预防近
视等眼保健知识，增强学生爱眼护眼的意
识，促进学生养成正确的读写姿势和用眼卫
生习惯。同时，学校对每个学生提出了爱眼
护眼倡议。

据悉，该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爱眼护眼教
育，每学期进行两次视力检测，并开展各种
各样的爱护视力、保护眼睛的活动，把爱护
眼睛的要求落实到了日常行动中。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
邀请专家进校普及核知识

本报讯（张珊）6月17日，乐山市外国语
小学邀请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核唱
青音”宣讲团进入校园，为同学们带来一场
精彩纷呈的科学讲座。

宣讲团老师从游戏入手，深入浅出地为
学生普及了核技术、核动力、核辐射等知
识。同学们认真学习，仔细记录，积极参与，
收获颇多。

乐山市通江小学
学生争当“小棋王”

本报讯（通小宣）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检验学校特色校本课程开
设成果，乐山市通江小学2022年“小棋王
杯”国际跳棋团体对抗赛于近日收官。

本次比赛是近年来该校举办的规模最
大的国际跳棋线下比赛，820余人参与了前
期的班级选拔赛，最后15个教学班，每班3
名选手脱颖而出参与了最后的团体决赛角
逐。45名选手在5天14轮漫长而激烈的比
赛中，时刻保持着团结协作，不畏艰难的竞
技精神，专注于每一轮的比赛，展示了“小
棋王”的风采。

今年全国甲卷（四川卷）作文审题不难，指向很明确，抓关键词“引用”“化用”
“独创”“不同艺术效果”，谈文化、艺术、思想、科技等方面对过去的优秀成果的学
习、利用、传承、创新和创造的必要性。

然而，参加了今年高考语文作文阅卷工作的乐山立志达高级中学高三语文组
备课组组长曾代琼坦言，阅卷中老师们发现了太多偏题、离题作文。面对每一年
越发灵活多变的高考命题，新一届的高三学生该如何应对和把握？对此，曾代琼
就高考作文阅卷中的感受和想法，与广大学生作一些分享。

偏题，指的是作文跟材料和任务有联系，
但没有抓住关键。曾代琼说，如考生从贾政的
角度谈“善于听取意见（察纳雅言）”“善于选
择”“作风民主”；从宝玉的角度谈“集思广益”

“灵感”“情境相生”；从众人的角度谈多角度看
问题、不同方式不同的效果等，都属于偏题。

离题，指的是作文跟材料和任务没有任
何联系。比如谈团结、青年担当、奋斗，谈古
代园林，谈欧阳修或《醉翁亭》等，都属于离题
作文。“有的考生书写非常漂亮、语言非常优
美、结构非常清晰、突出才情的好作文，因为
不是最佳立意，得分并不理想，让人扼腕叹
息。”她说。

对此，在作文审题方面，曾代琼建议，其

一，学生不要把审题复杂化，直接把材料和任
务里的关键词组合成句，简单省事。拐弯抹
角，旁逸斜出，反而出问题。其二，审题立意
考虑对材料的覆盖面，覆盖面越宽，概括力越
强，审题越准；只抓其中的一个点，缺乏总揽
全局的意识，很容易偏题。其三，站在国家大
政方针、立德树人的高度，能体现个人较高的
境界。“将自己的思想上升到家国情怀、青年
使命、科技强国、绿色经济、乡村振兴、文化传
承（自信、认同、创新）、英雄情结（红色精神）
等高度，显示自己‘大我’的心胸与情怀。”在
她看来，这类作文可能喊口号多，显得空，但
还是主张学生思想往这方面靠，因为这是时
代主旋律。

审题很关键 偏题离题得分低

点题是硬任务 关键词出场要多

“在阅卷中，我们发现不少考生的作文，
洋洋洒洒、文采飞扬，但没有逻辑、拼拼凑凑
就整出一篇文章来。如题目和文章内容毫无
关系，论据不能证明论点，首尾不能圆合，行
文只放不收等。”她说，阅卷老师不仅要看作
文中有没有“引用”“化用”“创新”“学习”“借
鉴”等关键词，还要看整篇文章前后能不能形
成逻辑链。

据介绍，有不少学生为了炫技，把题目整
得漂亮，结果内容跟题目毫无关系；有的行
文中间的小观点文采斐然，显得高大上，可
跟大观点和后面的内容毫无关系；有的作文
缺乏整体的规划，想到哪写哪，行文散乱……
这些逻辑缺失现象，阅卷老师是很容易看出
来的。

在行文逻辑上，曾代琼建议，首先，题目

不仅要漂亮，更要扣到作文主题（根据材料得
出的大观点），避免文不对题。其次，主体部
分的小观点要由大观点分解而来，一定要跟
大观点有紧密联系，不要“另起炉灶”，写与大
观点无关的东西。引用的名言，所举的事例，
要跟所写的内容有关联，不要一味“炫技”。
最后，全文结尾一定要有一个总结段，把从材
料当中得出的大观点再提一下，体现收放自
如，思维严谨。

她强调，在行文中，要把点题当成“硬任
务”，让关键词有足够的“出场”次数。“在显眼
的位置（题目、第一段结尾的大观点、中间部
分的小观点、全文结尾等）必须直接反复出现
话题关键词，从技术层面迫使自己始终不偏
离话题，千万不要拐弯抹角地含蓄表达，点关
键词非常重要。”

积累不可少 书写漂亮更加分

什么样的作文能令人眼前一亮？“书写漂
亮的，语言优美的，结构清晰的。”她说，作文
中学生要尽量书写漂亮，并学会美化自己的
语言，引用、化用显积累，排比、对偶强气势，
比喻、拟人添文采。在作文结构上，阅卷老师
最喜欢总分总、分的部分（主体部分）为并列
式的作文，让人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准确的
把握文章内容，省时高效。

因此，她建议同学们要趁早练字，争取能
写一手好字；要多读书多积累多下笔，养成打
磨语言的习惯；要学会给作文拟提纲，对作文
做整体规划。

此外，对于有部分学生凑不够字数，就抄
试卷上的论述类文本阅读或实用类文本阅读
或古诗来凑字数，她不建议大家抄试卷材料
来凑字数，阅卷老师很易发现，会扣很多分。

记者 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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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6月18日第22068期（派奖第29期）开奖结
束，历时两个多月的超级大乐透10亿元派奖活动圆满
落下帷幕。

据统计，派奖29期以来，超级大乐透共中出168
注一等奖，其中78注分享了3亿元派奖奖金；1294注
二等奖分享了1亿元派奖奖金；1.08亿注固定奖分享
了5.6亿元固定奖派奖奖金；2033万注分享了4000万
元十五周年特别奖派奖奖金。

派奖期间，超级大乐透累计销售93.07亿元，为国
家筹集公益金33.50亿元，诞生了单票最高奖——9288
万元，催生了7注单注3299万元追加投注一等奖。

9288万元！派奖期间诞生单票最高奖
派奖期间，超级大乐透诞生了单票最高奖——

9288万元，落户云南楚雄。此外，在单票中奖金额
TOP5排行榜上，浙江温州中出的9204万元、黑龙江哈
尔滨中出的6431万元、云南曲靖中出的4768万元以及
江苏无锡中出的3915万元分别排名第二至第五位。

第22046期（派奖第7期），云南楚雄一位购彩者中
出5注1857万余元（每注含249万余元派奖奖金）追加
投注一等奖，中奖彩票为一张经5倍投的、5注号码、75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倍投票，单票擒奖9288万元。

9288万元大奖得主是云南保山人，当时正到楚雄
出差，在路边等人的时候看见一家体彩实体店，就进去
机选了5注号码，并进行了5倍追加投注，结果意外中
出大奖。

3299万元！派奖催生7注“高质量”一等奖
派奖期间，超级大乐透共诞生了7注单注3299万

元追加投注一等奖，分别是——
第22059期（派奖第20期），浙江台州一位购彩者

中出1注3299万元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码、
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第22055期（派奖第16期），云南昭通一位购彩者
中出1注3299万元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码、
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第22049期（派奖第10期），甘肃兰州一位购彩者
中出1注3299万元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码、
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第22048期（派奖第9期），河南焦作一位购彩者
中出1注3299万元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10+2复
式追加票，单票擒奖3314万元。

第22047期（派奖第8期），四川遂宁一位购彩者
中出1注3299万元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8+3复式
追加票，单票擒奖3404万元。

第22045期（派奖第6期），广东深圳一位购彩者
中出1注3299万元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5注号码、
15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第22044期（派奖第5期），山东临沂一位购彩者
中出1注3299万元一等奖，中奖彩票是一张6+2复式
追加票，单票擒奖3302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7注单注3299万元大奖的奖金构
成为：单注基本投注奖金1000万元、单注追加奖金
800万元、单注基本投注派奖奖金833.33万余元、单注
追加派奖奖金666.66万元。也就是说，7位3299万元
大奖得主，均包揽了中奖当期1500万元一等奖派奖奖
金。

1.28亿元注！固定奖派奖和十五周年特别奖普
惠大众

派奖期间，1.08亿元注固定奖分享了5.6亿元固定

奖派奖奖金；2033万注分享了4000万元十五周年特
别奖派奖奖金。

按照2022年超级大乐透10亿元派奖规则，用于
一等奖派奖的3亿元、二等奖派奖的1亿元、十五周年
特别奖的4000万元资金率先于第22059期（派奖第
20期）派送完毕，一等奖、二等奖、十五周年特别奖派
奖活动于当期结束。当时，固定奖派奖余额仍有1.20
亿元。

自22060期开始，超级大乐透10亿元派奖活动的
“重头戏”落在了固定奖派奖上面。从派奖的总期数来
看，相比一等奖、二等奖派奖，固定奖派奖的期数多了
9期，让更多的购彩者收获了派奖的惊喜，体验了派奖
的乐趣。可以说，总额6亿元的固定奖派奖（含4000
万元15周年特别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普惠大众的派
奖。

派奖落幕超级大乐透征程再起
每注善举，温暖如光，每购买一注2元的超级大乐

透，就有0.72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广泛用于体育事业
以及社会公益事业，看似不起眼的一张张小小彩票，汇
集起来，就是一股巨大的爱心力量。今年是超级大乐
透上市15周年。15年来，超级大乐透一直致力于以
更好的游戏体验，更大的回馈力度，为购彩者送去更多
美好和惊喜。

小梦想，大乐透。5月底，超级大乐透发布了新的
品牌口号和LOGO，为购彩者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如今，伴随着10亿元大派奖活动的圆满落幕，超级大
乐透将继续扬帆起航，开启新的征程，为广大购彩者送
去更多美好和快乐，为国家公益事业作出更大的贡
献。 乐彩

广告

超级大乐透10亿元大派奖活动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罗晓玲 摄影报道）为了进一
步深入开展创文工作，引导市民共同参与其
中，20日，乐山市城管局柏杨执法大队邀请市
中区通江街道茶坊社区的4名居民、商家代
表，现场体验城管执法。

20日下午，4名体验者头顶烈日，跟随城
管执法人员前往乐山中心城区徐家街开展创
文宣传、治理，徐家街属背街小巷，街道两侧商
店较多，一些商家将商品摆到了店外，甚至人
行道上，影响街道面貌和秩序，城管执法人员
逐户进行宣传劝导，禁止占道经营，体验者也
参与劝导，并和执法人员一道，帮助商家纠正
占道经营行为，将商品搬回店内；在城管执法
人员的指导下，体验者手握小铲子，一点点铲
除墙面上粘贴的“牛皮癣”小广告，喷水清除残
留的纸渣，并清理地面上留下的纸屑。

“城管工作很辛苦，通过体验活动，我更理

解他们工作的不易了，以后我们一定倍加注意
保持店外清洁，不乱摆乱放物品。”在乐山中心
城区嘉兴路从事餐饮工作的体验者张女士表
示。

“今天的体验活动，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城
管工作的意义，他们为了改善市容市貌，为市
民创造良好的环境和秩序付出了诸多努力，我
们每一位市民都应该共同维护城市环境。”体
验者李婉婷说。

乐山市城管局柏杨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汪
胜军介绍，该大队管辖的区域属乐山中心城区
核心地段，此前，通过创文工作，辖区内环境秩
序得到明显改善，而背街小巷容貌仍需精雕细
琢，为引导市民共同参与创文，通过宣传，辖区
内的居民、商家积极主动参与体验城管工作活
动，治理背街小巷环境，营造全民共同创文的
良好氛围。

积极共创文明城
居民商家体验城管工作

2022年栋梁工程解困助学公益活动

申报、审批程序看这里

申报程序：
1.困难家庭大学新生由本人申请，提交个人申请书（申请书

手写），经各区县扶贫“两会”核实后，领取《栋梁工程待援学生
申请登记表（应届高三）》并据实填报。

2.困难家庭大学新生由所在学校、教育局和户籍所在地
（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查签字盖章。

3.由各县（市、区）扶贫“两会”汇总报乐山市栋梁工程扶贫
助学管理办公室、四川省扶贫基金会乐山市分会（地点：乐山市
滨河路98号，市政府信访楼二楼203室，联系人：廖健琴0833-
2105981，13440123235，邮箱：353542829@qq.com）。

4.大学期间4年重点帮助学生，由结对帮扶单位或志
愿者导师提出是否继续资助帮扶的意见，报乐山市栋梁工
程扶贫助学管理办公室、四川省扶贫基金会乐山市分会
（地点：乐山市政府左楼 203室，联系人：廖健琴0833-
2105981，13440123235，邮箱：353542829@qq.com）。

5.8月上旬，由主办单位集体审定受助名单、标准。
6.8月中旬开始，解困助学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受助困难

家庭学生手中。

受助对象：

1.农村“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户子女；
2.由乡（镇）核准的易致贫户子女；
3.由民政部门核准的低保户子女；
4.残疾困难家庭子女；
5.因灾、因病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子女。

提供附件：
1.农村“建档立卡”脱贫不稳定户证明复印件；
2.乡（镇）核准的易致贫户证明原件；
3.民政部门核准的低保户证明复印件；
4.残疾学生的残疾证复印件；
5.因灾、因病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相关证明；
6.大学正式录取通知书；
7.在校奖励证书复印件；
8.其他相关复印件（户口簿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或学生证

复印件）。体验现场

本报讯（记者 赵径）6月20日，以“圆梦大学·爱在乐山 ”为主
题的2022年“栋梁工程”解困助学公益活动启动（本报昨日已作
报道）。记者从乐山市栋梁工程扶贫助学管理办公室了解到了活
动的申报、审批程序，受助对象，以及需要提供的材料等，请有申
报意向的困难家庭学子留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