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 文
语文特级教师、成都棠湖外国语

学校校长助理刘勇：

作文命题稳中求变
写作应有三个思维意识

作文题目
试卷上，我们填写答案；生活中，

我们常常在寻求答案。答案有正误之
分，有好坏之别，有时又不止一个人。
有些人，为了获取答案，穷其一生；有
些时候，获取答案的过程比答案本身
更有价值……请以“答案”为题目，写
一篇文章。（60分）

今年的中考作文命题稳中求变。
在前几年紧扣教材、读写结合的基础
上有所突破，命题更开放、更朴实、更
灵活。对学生而言，答案是一个极其
熟悉的词汇，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学习、
生活和人生中追寻着答案。

该如何破题，如何写作呢？首先
要有问题思维。要探寻答案，首先要
还原问题，有问题才会去探寻答案。
对问题的探索，对陌生世界的追问，一
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思维品质，屈原

的《天问》就是一个经典之作。但是也
不排除有些问题很难得到答案。第二
要具备比较思维。比较事物的答案，
有正有误，有好有坏，有的事物可能有
多种答案，这样的探索过程也是很有
意思的。第三，是批判性思维。在探
寻答案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对事物的
认知，就会明辨、审问、慎思、笃行，就
会有思辨，就会有取舍，就会有成长。

在写作中建议用好“三点”。首
先，寻找好的切入点，比如人生、学习、
生活遇到的困难与挫折，需要如何选

择？第二，要寻找写作的思考点。打
开思路、链接生活，生活是丰富多彩
的，答案也是丰富多彩的。举个例子，
学习中面临文化考试和兴趣爱好之间
的选择，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对错之
分，但是可以写出自己的思考。最后
要抓住写作的描写点。让文章突出
过程，凸显波折。追寻答案的过程中
有波折，在这样的过程中，有感悟，有
成长。

切入自然流畅，描写生动曲折，
思考深刻有力，呈现出流光溢彩的特
点。这样的文章，有我的生活，有我
的思考，有我的情感；这样的“答案”，
或许自己更加满意，阅卷老师也更加
欣赏。

化 学
列五中学化学高级教师、化学备

课组长吕海全：

题量难度适中
兼顾了知识和能力考查

今年化学中考试题题量适中，难
易适中。既考虑了学生顺利毕业，又
体现了升入高中的选拔考试功能。试

题兼顾了知识和能力的考查。其中，
一些选择题和l5、16题，体现了化学学
科与生活，19题注重考查学生实验操
作技能。此外，18、20题注重考查学生
计算能力、信息提取和处理能力。

物 理
金堂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物理老

师肖勤：

A卷贴近生活
对老师教学有指导作用

2018年成都市物理中考试题，A
卷总体上比较稳定，也比较常规。既
考查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又考
查了学生应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试题情景创设贴近生活，例
如A卷第8题选最符合实际的家用电
器，这些电器常见常用，但生活中大
多数同学不会注意到那些参数，学生
熟悉又陌生，举棋不定。这种题目充
分体现了物理学科素养，并对老师以
后的教与学有明显的指导作用，体现
了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重要性。

当然，A卷也有陷阱。例如第25
题第二问，要求电路消耗的最小功

率。同学们很容易想到功率最小，电
阻最大，滑动变阻器阻值就要最大；很
容易忽略电压表选了0到3伏的量程，
滑动变阻器的电压不能超过3伏，因而
不能取最大值。

今年物理B卷重能力提升，压轴为
滑轮、浮力、压强加图像的综合题，分
析时需要用到数学的分段分析，有一
定难度。

花 絮
担心路上耽误时间
家长为孩子找酒店

13日下午，石室联合中学考点的
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孩子的考试也
牵动着家长的心。“我特意请了两天假
来陪考，中午和晚上的时候会来接孩子
回家吃饭，吃完饭再送她回到学校附近
的酒店休息。”一位家长告诉记者，身边
不少家长都在学校附近找了酒店。“我
们就是怕路上来回折腾耽误时间，孩子
休息不好会影响考试的正常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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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主揭幕战
力争开门红

本届世界杯终于要拉开帷幕，“竞
彩之旅”也正式启程。这届揭幕战被
视为历届世界杯最弱的揭幕战，两队
在最新公布的国际足联排名中位居倒
数两名，其中东道主俄罗斯更是32强
中排名最低的。

东道主俄罗斯世界杯前进行了两
场热身赛，分别0比1输给奥地利、1比
1战平土耳其，至此俄罗斯在热身赛中
已经连续7场不胜，糟糕的战绩也让他
们在新一期的国际足联排名中下降了
4位。沙特阿拉伯世界杯前进行了三
场热身赛全败，分别1比2输给意大利、
0比3输给秘鲁、1比2输给德国队。俄
罗斯近期热身赛连战不胜，相对低迷
的状态加上缺少实力派球星，出线前
景多少令人担忧，球队的底线是避免
再现2010年世界杯东道主南非未能
出线的尴尬，为此小组赛对手设计、赛
程安排都下足了功夫。揭幕战对手沙
特阿拉伯是32强中公认实力最弱的，
作为欧洲球队，俄罗斯毕竟各方面都
占据一定优势，加上东道主的便利，俄
罗斯一定会力争开门红，相信这次比
赛也能让更多购彩者取得开门红。

64场比赛
全程单场竞猜

根据竞彩游戏销售安排，本届世
界杯全部64场比赛均可进行胜平负
（或让球胜平负）单场竞猜，也可进行
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比分等玩法
的单场投注，其中世界杯前两轮小组
赛的32场比赛6月7日便可以进行投
注，第三轮小组赛将从6月21日起陆续
开始接收投注。

传统足彩6月期间共有4期胜负游
戏（第18075期-18078期）、9期6场半
全场游戏（第18075期-18083期）和
14 期 4 场 进 球 游 戏（ 第 18075
期-18088期）奖期含有世界杯比赛，
其中14场胜负游戏第18075期、第
18076期和第18077期全部由世界杯
小组赛组成，第18078期预计由世界
杯与挪超混搭组成。

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将大幅
延长销售时间，保证购彩者有充足的
购彩时间。根据初步安排，世界杯期
间（2018年6月14日-7月15日），各比
赛日竞彩游戏停售时间将延后至次日
凌晨最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开赛时间
（次日凌晨02：00或03：00），若当日最
后一场世界杯比赛开赛时间早于24：
00，则停售时间为当日24：00。世界
杯休赛日停售时间为当日24：00，遇
周末不再延后停售竞彩足球、篮球各
游戏。

玩竞彩，
感受世界杯

竞彩是一种以竞猜足球、篮球等
赛事为主的体育彩票。2009年，竞彩
率先把国际先进的固定奖金引入到足
球和篮球游戏当中，既增加了游戏的
吸引力，也更加符合体育竞赛和彩票
竞猜的完美结合。自诞生以来，竞彩
连续8年销量大幅增长，2017年销量
突破800亿元，助力中国体育彩票年度
总销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筹集
体彩公益金500多亿元。

竞彩的最大特点是趣味性强，玩
法多样，技术性强，不论是新、老购
彩者还是体育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乐趣。竞彩的竞猜对象
以国际足球和篮球赛事为主，包括猜
胜平负、猜比分、猜进球数等多种游
戏方法，本届世界杯期间，还开售了
冠军竞猜和冠亚军竞猜游戏，既挑战
球迷的智慧，也让比赛更加悬念迭
生。

竞彩游戏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
万多家体育彩票竞彩网点销售，世界
杯期间各地还会在部分酒吧、商业设
施、社区等增加临时销售终端。参与
竞彩游戏，带给球迷和购彩者的不仅
是智力比拼的舞台，更是一种“乐活”
的生活方式。这将让越来越多的购彩
者和球迷在享受足球盛宴的同时，体
验到花样翻新的竞彩乐趣。作为中国
体育彩票的独有产品，竞彩在给购彩
者带来竞猜趣味的同时，也履行着国
家公益彩票的职能，将筹集更多的公
益金用于全民健身等各类社会公益事
业。

世界杯今日开锣
竞彩之旅即刻启程

北京时间6月14
日23：00，2018世界
杯揭幕战将在莫斯
科卢日尼基体育场
开战，东道主俄罗斯
主场对阵沙特。未
来一个月里，32支国
家队在俄罗斯激情
碰撞，剑指大力神
杯。虽然赛场远在
欧洲大陆，但是中国
的球迷同样可以感
受到来自世界杯的
气息。在世界杯期
间，中国体育彩票竞
彩游戏将开售世界
杯全部64场比赛，以
及冠军、冠亚军球队
竞猜，为广大球迷和
购彩者搭建一个参
与世界杯，感受世界
杯激情的平台。

中考第二天
天气持续给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6月
13日，成都11.45万考生参加中考，天
气不冷不热，正适合考场发挥。今天，
考试继续，天气也会持续给考生加油，
不过，雨水当起“巡考官”，可能不定时
地出现。

13日，成都上空云层来“陪考”。
它的出现，挡住了太阳刺眼的光芒以
及热情的拥抱，成都最高气温27.5℃，
对于6月来说，是很舒适的了。恰逢
2018年成都中考第一天，这样的天
气，可以说很给力了。

14日，中考第二天，天气持续给
力。据成都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成都的
天气几乎是“复制粘贴”昨天的调调，最
高气温也将保持在28℃。不过，今天
雨水会更加活跃一些，成都全市有分散
的阵雨。考生和家长们要早一点出门
赶考，别被雨水堵路上了。

打开思路链接生活
“答案”才会丰富多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邀请名师解析成都中考第一天各科试卷

6月13日，成都市2018年高中阶段
教育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拉开帷幕，全市
11.45万名考生在113个考点进行考试。

“试卷上的答案”“生活中的答案”
“人生的答案”……今年成都中考语文作
文“答案”让不少考生觉得提笔容易出彩
难；化学题量难度适中，无偏题怪题；物
理贴近生活，考查了学生应用知识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生“第一考”怎样才能写出一份优
秀的“答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邀请了成都市部分名师对当天的考题进
行了解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峥杨晓蓓 刘浩洋
见习记者 周丽梅

站在花田里低头闻花香，将手伸向天
空让“灰机”从自己手缝飞过去……近日，
位于成都双流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一
个叫“空港花海”的地方，再次成为网红

“打卡地”，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来看飞机。
这里是机场东跑道主降的正下方，每隔两
三分钟，就有飞机低空掠过。记者实地探
访发现，这个“打卡地”其实是一处未完工
的工地，市民将车停放在路边，从马路上
横穿而过，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飞机掠空而过
乡间小路成网红“打卡地”

“你把手举起来，等会儿飞机飞过去，
就这样把它框在里面。”13日一早，在牧
华路空港花海，市民范女士一边将手机架
在三脚架上，一边帮闺蜜张女士调整拍照
姿势。

短短两三分钟后，正对面的机场跑道
上，一架飞机伴随着轰鸣声起飞，范女士
按下了快门。据范女士说，自己之前在某
短视频APP上看到有人发布一段短视频，
飞机在一片花海中起飞，让她觉得十分有
趣，趁着今天调休，她就叫上闺蜜，专门找
到这里来“打卡”。

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年轻人才“玩”的
花样，成都老人们的生活也同样很潮。市
民王先生就和老伴一起从双桥子开车来
到这里，只为看一看传说中的花海飞机。

“有点远，今天还有点堵，但是挺值的。退
休在家也没事，过来看看飞机。”王先生
说。不远处的花丛里，张女士和周女士靠
在一起，挥舞着手中的彩色绸缎扇子，而
邱先生则当起了两人的专职摄影师，帮她
们拍下了多张照片。

车辆乱停行人横穿
现场醒目提示全路段禁停

由于飞机拍照打卡地位于牧华路，距
成都市中心有20余公里路程，不少市民
选择开私家车前来。因此，在牧华路东跑
道处南北两侧，沿着辅道停放的车辆排起
了长龙。“今天还算好的，你没见周末，那

车子才叫多。”在路边摆摊的商贩说。
尽管路边的草丛中就立有警示牌，明

确说明“全路段禁止停车”，道路上方也有
违法抓拍摄影头，但是，依然有一些车辆
停下来“围观”，给这一路段的交通增加了
不少压力。

除此之外，由于附近并没有设置红绿
灯、人行横道和过街天桥，一些市民为了
到马路对面去看飞机，就直接从牧华路横
穿而过。这一路段是长下坡，且是快速通
道，车辆速度很快，难免有安全隐患。

“前几年就是这样子，不晓得咋个又
一下子火起来了。”一位居住在附近的村
民说，可能是最近花海成片格桑花开，很
多人将拍摄的照片和短视频发到网上，又
再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景点尚未完工
项目人员希望建成后再来

“确实没想到这么受欢迎。”看着每天
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空港花田项目综
合协调部副部长李梁觉得意外。因为这
一项目按照他们原本的规划，目前尚未完
工，“这里现在其实还是一个工地。”

据了解，这个靠近东跑道的工地从
2017年底开工，计划打造3.7万亩花田，包
括种植油菜花、向日葵等农作物，建设步
行绿道、观景平台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
目前，项目仅完成了部分绿道的建设和基
础绿化、花卉的种植。

“像现在路边停车的问题，行人横穿
马路的问题，以后都会得到解决。”李梁
说，等项目完工后，将在牧华路南北两侧
共设置4个停车场，能够容纳1000余辆
车。还会有一座架空桥，从牧华路上方将
道路两侧连通。

李梁透露，考虑到最近市民游览量的
迅速增加，也给周边的交通安全带来隐
患，并且不利于项目内绿化、花卉的建
设。因此，端午节前将对整个工地实施围
挡施工。“等所有配套设施建成后，市民再
来拍照游览。”李梁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摄影报道

低头闻花香低头闻花香
伸手伸手““摸摸””飞机飞机

成都牧华路，前来赏花看飞机的人络绎不绝。

成都七中嘉祥考点外，家长迎候考生。

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

成都机场二跑成都机场二跑道附近成网红道附近成网红““打卡地打卡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