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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详细介绍（三选一，可多选参加）

学生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回复“寒假读写计划”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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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寒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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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请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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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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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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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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阅读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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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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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4）《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作者：欧·亨利 长江文艺出版社

25）《我们仨》 作者：杨绛 三联书店

26）《湘行散记》 作者：沈从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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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史记》 作者：司马迁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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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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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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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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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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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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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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读写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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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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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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道题目可供选择，高中 6 道，初中 1 道）

高中

一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2019 年 1月 18 日，习近平在天津考察调研时，来到南开大学，特别提到张伯苓老校长的“三问”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需要将这

“爱国三问”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以上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对于“爱国三问”，你有怎样的回答？请写一篇文章，体

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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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二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伦敦的一条街上，三家裁缝店打出广告招徕顾客。第一家裁缝店的招牌是“伦敦最好的裁缝”。

第二家裁缝店的招牌是“英国最好的裁缝”。第三家裁缝店的招牌是“本街最好的裁缝”。结果第三

家裁缝店的生意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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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 800 字。

三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成为国家

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但在学业压力下，体育课改成文化课、自习课的现象时而发生，害怕学生受伤

而减少体育课的情况也时有耳闻。前段时间热播的某电视剧里有这样一幕，体育课开始了，来上课的

学生寥寥无几，大家都窝在教室里学习，理由是“快考试了，多看一会儿书。”这类现象在生活中屡

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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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内容你有什么样的思考和见解？请结合材料内容，以“体育课之我见”为副标题，写一篇

文章。

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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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①今年年初，北京上演了一场特殊的演出。喜欢站在田埂上唱豫剧的 7岁小男孩，在白洋淀麦田

旁练芭蕾的 12 岁小姑娘，总拿着父亲的旧手机录歌的初二学生……这些农村孩子因艺术而结缘，一

起登上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因为艺术，他们快乐成长，阳光自信。

②由于艺术特长可以在升学中加分录取，受此驱动，一些对艺术不感兴趣的孩子，开始了痛苦地

训练，一些很有天分的孩子，在机械的艺术应试训练中失去了对艺术的热爱。为此，教育部将取消部

分艺术特长的升学加分。取消了特长生加分，才有可能真正实施学校的体育和美育。

③吴冠中说：“今天的文盲不多了，但美盲很多。”

以上三则材料触发了你怎样的感悟或思考？请结合材料，联系生活，写一篇文章，表明你的态度，

阐述你的看法。

要求：围绕材料内容及含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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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耕读”是先民所创的一种半耕半读的合理方式，耕田可养家糊口，读书可修身养性，“耕读传

家”逐渐成为中华优秀传统。

社会进步，“耕读传家”又延伸“工读传家”，建国初期，刘少奇同志就针对民众子女现状，积

极倡导“耕（工）读学校”制度。

今天，人们赋予“耕（工）读传家”丰富的社会内涵，并以此劝勉子孙勤于劳作，乐于读书，终

成家国有用之材。

请据此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体现你的认识与思考。

要求：把握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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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古人有关诗文，写作时考生可引用

【晋】陶渊明《读山海经》：“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唐】韩偓《小隐》：“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

【明】钱橙之《田园杂诗》：“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

【明】王象晋《言志》：“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

【清】张履祥《训子语》：“耕与读又不可偏度。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

后人还将[宋]黄庭坚《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中“万卷藏书宜子弟”、[宋]方岳《田头》

“一蓑春雨自农桑”，集句而成对联，高挂大门两侧。

六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60 分）

2020 年秋季高一学生将使用新的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在新的高中《语文》课本编写过程中，设

定哪些单元主题、选择哪些作品，才能使语文学习更符合新时代立德树人的要求，曾引起广泛讨论。

有网友列出以下主题，供大家探讨：

生命赞歌 家国情怀 审美鉴赏 科学之趣

文化传承 英雄情结 思辨创新 自然之美

请从中选择两个主题，并结合学过的语文课文，以即将毕业的高三学生身份，给高中语文教材主

编写一封信，表达你对语文教材与高中生良好品格养成关系的认识与思考。署名为“辛昇”。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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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命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按要求作文。

“你总是渴望得到同学的肯定，我觉得，你首先得肯定自己。”

“每个人都希望被肯定，被人肯定能增强信心；换位思考，我们也要学会肯定别人。”

“关键是这种肯定必须是真诚的，因此应留心发现他人的闪光点。”

这几位同学的谈话，引发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自选一个角度，写一篇 600 至 800 字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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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叙写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可以发挥想象，创作故事；也可以对这个话题发表见解。

要求：①题目自拟，文体自选（除诗歌外）；②不得抄袭、套作；③不出现真实的校名和师生姓

名。

微信扫一扫，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回复关键字：“寒

假读写计划”，实时获取活动详细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