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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详细介绍（三选一，可多选参加）

活动一：坚持读每日推文，文末留言评论，参与千校大 PK

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的“时文选粹”“美文选粹”“作文 365”等栏目在 2019 年暑假期间将持续

更新，文章内容多为主流媒体文章、名家作品及原创命题，涉及热点话题与美文素材，并附有名师点

评和供学生思考的话题。

奖励机制：

学生可就活动期间推出的文章，在喜欢的栏目及内容的评论区中留言评论。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提交评论，公众号每日将从留言中精选内容进入投票环节，并根据投票结果，对获奖学生奖励相应的

奖品。

留言请填写注：姓名+学校+班级+指导老师

写作要求：请按照“阅读文章—撰写评论”的要求完成每日作业。每日评论字数应不少于 200 字，

以表现真情实感、真知灼见为佳。

【如何留言评论？】

以“时文选粹”栏目为例，“美文选粹”“作文 365”等栏目流程相同。



5 / 15

活动二：整本书阅读或跨媒介阅读，提交阅读报告

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对象，一般指书本，而书本上的内容以文字符号为主要呈现形式。随着新媒体

时代的到来，阅读已不再局限于纸质媒介，一些与经典著作密切相关的影视剧作品、综艺节目、纪录

片等，也成为我们阅读的对象。这些多媒体资源，可以拓宽我们的阅读渠道，让我们接触到书本上很

难呈现的世界，让我们的学习更加活色生香。

结合新课标中对于核心素养培养和任务群实施的要求，课题组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书目中选择适合

当代高中生阅读的经典篇目，长篇小说与学术论著均有涉猎；又从中外经典电影及当代精品纪录片、

综艺节目中，挑选出符合高中生认知、有助于语文学习的励志作品，以整本书阅读与跨媒介阅读两大

任务群为承载形式，帮助学生多方面地增进语文积累，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

附：书单目录（各位老师可根据班级情况，安排学生选择）

初中阅读推荐书目

1)《红岩》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中国青年出版社

2)《巴黎圣母院》 作者：维克多·雨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3)《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 人民出版社

4)《四世同堂》 作者：老舍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5)《小词大雅》 作者：叶嘉莹 北京大学出版社

6)《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 中华书局

7)《边城》 作者：沈从文 武汉出版社

8)《杜甫传》 作者：冯至 人民文学出版社

9)《堂吉诃德》 作者：塞万提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老人与海》 作者：海明威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呐喊》 作者：鲁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鲁迅杂文选读》 作者：鲁迅 钱理群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3)《彷徨》 作者：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

高中阅读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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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岩》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 中国青年出版社

2)《巴黎圣母院》 作者：维克多·雨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3)《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 人民出版社

4)《四世同堂》 作者：老舍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5)《小词大雅》 作者：叶嘉莹 北京大学出版社

6)《乡土中国》 作者：费孝通 中华书局

7)《边城》 作者：沈从文 武汉出版社

8)《杜甫传》 作者：冯至 人民文学出版社

9)《堂吉诃德》 作者：塞万提斯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老人与海》 作者：海明威 上海译文出版社

11)《呐喊》 作者：鲁迅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2)《鲁迅杂文选读》 作者：鲁迅 钱理群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3)《彷徨》 作者：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

14)《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年版

15)《追风筝的人》 作者：卡勒德·胡赛尼 上海人民出版社

16)《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译林出版社

17)《谈美书简》 作者：朱光潜 译林出版社

18)《三体》 作者：刘慈欣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自私的基因》 作者：理查德·道金斯 中信出版社

20)《论语译注》 作者：杨伯峻 中华书局

21)《中国文脉》 作者：余秋雨 长江文艺出版社

22)《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3)《史记》 作者：司马迁 中华书局

24)《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5)《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作者：欧·亨利 长江文艺出版社

26)《我们仨》 作者：杨绛 三联书店

27)《湘行散记》 作者：沈从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8)《经典常谈》 作者：朱自清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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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中国古代四大名剧》 作者：关汉卿等 凤凰出版社

准大学生阅读推荐书目

1)《上帝掷骰子吗》 作者：曹天元

2)《元素的故事》 作者：[苏联]依·尼查叶夫

3)《合作的进化》 作者：[美]罗伯特·艾克斯罗德

4)《国史大纲》 作者：钱穆

5)《地理学思想史》 作者：[美]杰弗里·马丁

6)《理想国》 作者：[古希腊]柏拉图

7)《费马大定理》 作者：[英]西蒙·辛格

8)《圣经文化导论》 作者：任东升

9)《白话文学史》 作者：胡适

10)《中国文学概论》 作者：袁行霈

11)《追寻生命的意义》 作者：[美]弗兰克尔

12)《梦的解析》 作者：[奥地利]弗洛伊德

13)《如何阅读一本书》 作者：[美]莫提默·艾德勒 /查尔斯·范多

14)《史记》 作者：司马迁

15)《社会契约论》 作者：[法]卢梭

跨媒介资源推荐:

电影

1）《老师好》

2）《美丽人生》

3）《爆裂鼓手》

4）《当幸福来敲门》

5）《阿甘正传》

6）《放牛班的春天》

7）《风雨哈佛路》

8）《三傻大闹宝莱坞》



8 / 15

9）《天堂电影院》

10）《肖申克的救赎》

11）《巴黎圣母院》

12）《叫我第一名》

13）《百鸟朝凤》

14）《死亡诗社》

15）《疯狂的外星人》

纪录片、综艺或电视剧

1）《国家宝藏》

2）《建国大业》

3）《建党伟业》

4）《大国工匠》

5）《朗读者》

6）《开讲啦》

7）《经典咏流传》

8）《大国崛起》

9）《我在故宫修文物》

10）《亚洲文明之光》

11）《诗书画中的文化名城》

12）《唐之韵》

13）《宋之韵》

14）《红楼梦》

15）《苏东坡》

16）《人间正道是沧桑》

写作要求：

请从 15 部电影，16 部纪录片或电视剧，44部名著作品中最少选一部作品，完成整本书或跨媒介

的阅读，并写一篇“读后感”或“观后感”。

（如果学校老师已布置相关作业，作品不在此目录范围内，也可参加，只需注明本校老师要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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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学生需要在作文纸上书写或上传word 版文档，字数为 800~1500 字。自 6月 24 日起，即可在公

众号报名并上传作品。

活动三：作文写作，提升思维能力（至少选一篇完成写作）

目前，高考作文试题中的任务指令进一步明确，着眼于“考思维”，引导学生“写思维”，限定

评价也要“评思维”，从而实现考、写、评的有机整合。好的作文写作，无论从审题立意到文章结构，

还是从内容观念到语言修辞等，都是需要练习的。

本活动所有命题由教学考试研究院语文研究中心精选，各位老师可根据班级情况，安排学生从中

至少选择一篇进行写作。

（如果老师已布置相关作业，命题不在此目录范围内，也可参加，只需注明本校老师命题要求即

可）

写作要求：

学生需要在作文纸上书写或录入电子文档，按要求报名并将作文拍照上传或上传word 版文档至

公众号自定义菜单“暑期读写计划”活动页面。我们将组织专家团队审稿、评稿，凡参与活动的学生

和老师均有机会获得相应类别的活动证书以及丰厚奖品。

附：作文命题（共 15 道题目可供选择）

命题一（2019 全国卷Ⅰ）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热

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绵延至今。可是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同学不理解劳动，不愿意劳动。

有的说：“我们学习这么忙，劳动太占时间了！”有的说：“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以后可以

交给人工智能啊！”也有的说：“劳动这么苦，这么累，干吗非得自己干？花点钱让别人去做好了！”

此外，我们身边也还有着一些不尊重劳动的现象。

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请结合材料内容，面向本校（统称“复兴中学”）同学写一篇演讲稿，倡议大家“热爱劳动，从

我做起”，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并提出希望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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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自拟标题，自选角度，确定立意；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命题二（2019 全国卷Ⅱ）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1919 年，民族危亡之际，中国青年学生掀起了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1949

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新中国青年投身于祖国建设的新征程。1979 年，“科学的春天”生机勃

勃，莘莘学子胸怀报国之志，汇入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2019 年，青春中国凯歌前行，新时代青年奋

勇接棒，宣誓“强国有我”。2049 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国青年接续奋斗……

请从下列任务中任选一个，以青年学生当事人的身份完成写作。

① 1919 年 5 月 4 日，在学生集会上的演讲稿。

② 1949 年 10 月 1 日，参加开国大典庆祝游行后写给家人的信。

③ 1979 年 9 月 15 日，参加新生开学典礼后写给同学的信。

④ 2019 年 4 月 30 日，收看“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后的观后感。

⑤ 2049 年 9 月 30 日，写给某位“百年中国功勋人物”的国庆节慰问信。

要求：结合材料，自选角度，确定立意；切合身份，贴合背景；符合文体特征；不要套作，不得

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命题三（2019 全国卷Ⅲ）

阅读下面的漫画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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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小林漫画”作品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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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题四（2019 北京卷①）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①“韧性”是指物体柔软坚实、不易折断的性质。中华文明历经风雨，绵延至今，体现出“韧”

的精神。回顾漫长的中国历史，每逢关键时刻，这种文明的韧性体现得尤其明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更需要激发出这种文明的韧性。

请以“文明的韧性”为题，写一篇议论文。可以从中国的历史变迁、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文学

艺术、社会生活及中国人的品格等角度，谈谈你的思考。

要求：观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

命题五（2019 北京卷②）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作答。不少于 700 字。将题目抄在答题卡上。

②色彩，指颜色；不同的色彩常被赋予不同的意义。2019 年，我们隆重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

欢庆共和国 70华诞。作为在这个特殊年份参加高考的学生，你会赋予 2019 年哪一种色彩，来形象地

表达你的感受和认识？

请以“2019 的色彩”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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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思想健康，内容充实，感情真挚，运用记叙、描写和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

命题六（2019 天津卷）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呢？不，

决不会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方志敏

国家是大家的。爱国是个个人的本分。——陶行知

若能作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

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黄大年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思考和感悟？请据此写一篇文章。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标题；②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特征明显；③不少于 800 字；④

不得抄袭，不得套作。

命题七（2019 上海卷）

倾听了不同国家的音乐，接触了不同风格的异域音调，我由此对音乐的“中国味”有了更深刻的

感受，从而更有意识地去寻找“中国味”。

这段话可以启发人们如何去认识事物。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上述材料的思考和感悟。要求：

（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命题八（2019 浙江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有一种观点认为：作家写作时心里要装着读者，多倾听读者的呼声。

另一种看法是：作家写作时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不为读者所左右。

假如你是创造生活的“作家”，你的生活就成了一部“作品”，那么你将如何对待你的“读者”？

根据材料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注意】①立意自定，角度自选，题目自拟。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 800 字。

④不得抄袭、套作。

命题九（2019 江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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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除诗歌外，文体自选。

物各有性，水至淡，盐得味。水加水还是水，盐加盐还是盐。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共存相生，

百味纷呈。物如此，事犹是，人亦然。

命题十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五四运动 100 周年前夕，《中国青年》杂志联合《中国青年报》开展“强国一代，青年之问”的

征集活动，收集了当代青年最为关注的 10个“强国之问”：

①乡村儿童、老人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②强国一代科技人才具备什么素养？

③年青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时代使命？

④明星如何用行动传递社会正能量？

⑤放眼全球，中国青年的自信源自哪里？

⑥个人的小梦想，如何融入伟大中国梦？

⑦什么是真正的善良？

⑧我们该如何增加文化原创力？

⑨你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⑩未来从硅谷到中国学原创技术的是否会更多？

假如你已经步入大学，来参加“强国之问”的大学生演讲比赛，请选择其中两到三问，使之形成

有机关联，写一篇演讲稿。

要求选好角度，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命题十一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除了极少数专业研究者，绝大多数的中国读者对安徒生的了解或许仅限于他是一位用丹麦文写作

的童话作家。偶然的机缘，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发现，安徒生可不只是为孩子们写童话的童

话作家。作为作家，安徒生最出色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童话在他的创作中仅居其次，而且当时根本

没引起批评家的注意。现在的丹麦读者，读得最多的也还是安徒生的小说、戏剧和游记。在被中国读



14 / 15

者一直作为“童话大王”接受的安徒生的精神世界里，有太多童话以外不为人知的东西。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不少于 800 字。

命题十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

①线段是直线上两点以及两点之间的部分，且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几何公式）

②P=F/S 压强与压力成正比，与受力面积成反比。（物理公式）

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④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源序》）

人生是一段路，有经历，有停留，有感悟，有思考。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至少涉及材料中的两条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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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800 字。

命题十三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有人说，选择要幸福，就会感到幸福；有人说，用拖鞋当手机自拍是阿 Q式的幸福；有人说，有

钱买手机也不一定幸福哦；还有人说：有钱买手机之后，我们要追求怎么样的幸福，这是个值得思考

的问题。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感悟和思考？请结合材料内容及其含意，并联系社会现实，写一篇文章

表达你的思考和认识。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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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于 800 字。

命题十四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作文。

人类探索星空的脚步从未停歇。好奇心驱使着人类一次次仰望星空，一步步接近宇宙和科学的奥

义，探查未知世界的秘密，思索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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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 年，爱因斯坦以其天才的想象力预言了“黑洞”的存在，当时人们认为黑洞吞噬一切。

2016 年，霍金说：“黑洞不是永久的监狱。如果你觉得陷入了黑洞，不要放弃，有路可逃。”

2019 年 4月 10 日，由全球 200 多位科研人员参与完成的首张黑洞照片发布，中国科学家在其中

起到重要作用。

读了以上材料，你有哪些感悟、联想与思考？请选取一个角度，写一篇文章。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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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于 800 字。

命题十五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文章。

材料一：“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防护工程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

学钱七虎院士表示，将 800 万元奖金捐献，在家乡成立助学基金。

材料二：2019 年 1 月 16 日，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的于敏院士与世长辞，享年 93 周岁，为了

祖国的国防事业，他隐姓埋名几十年，连妻子都不知道他从事的是“这么高级的保密工作”。

材料三：2019 年 1 月，英国广播公司发起“20 世纪最伟大人物”评选活动。在公布的“科学家

篇”候选人名单中，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阿兰·图灵共同入选。

英国广播公司列出屠呦呦入选的理由：在艰难时刻仍然秉持科学理想，砥砺前行亦不忘回望过去，成

就跨越东西。

为什么老一辈科学家能做出卓越的贡献？有人认为，这是源于其高尚的思想道德素养，也有人认

为这奠基于其坚实的科学文化素养，还有的则认为这取决于他们非凡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养的融

合。对此，你怎么看？请根据材料，写一篇演讲稿，参加“致敬科学前辈”主题演讲会。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意，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不少于 800 字。

微信扫一扫，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回复关键字：“暑

期读写计划”，实时获取活动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