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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在微博为高考考生送祝福的明星们，你们都弱爆了好吗

直接押中考题才是业界良心！
昨天是高考第一天，和往年一样，作为高考第一科语文的重头

戏———作文，一直都吸引着最多眼球也最受争议。早在高考前夕，各大网
站、教育机构就纷纷推出作文题目预测。然而，当2014年各地高考作文
题昨天在网上传开后，网友们发现，多位圈中明星才是名符其实的“押题
王”，于是不得不感叹：微博已经走入了人们的生活，娱乐八卦无处不在，
不知道出题老师微博叫啥以及平时都关注些什么，才是最大的失误！

昨天上午11点半许，今年北
京高考作文题曝光，大作文题目是
“老规矩”。如果北京的考生们平时
微博关注了相声演员郭德纲，相信
遇到这个题目就“如有神助”了吧。
因为早在去年10月，“老规矩”这
个命题，老郭就在微博长篇议论过
啦，他可是把“老规矩”都罗列得清
清楚楚了，老郭还说了，“人活一世
是要有规矩的。有礼数有体统，正
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全家人
围坐用餐，大人不动孩子不能动；
吃饭坐哪就不能再换，端着碗满处
跑那是要饭的。不许用筷子敲盘
碗，这有乞丐之嫌……规矩可以不
遵守，但是不能被毁灭”。内容和北
京高考作文题目几乎一致。这条开
讲规矩的微博当时一经发出，短短
一天时间，转发量就超过4.5万次，
评论也达到1.2万次。可谓是引起
了社会的热议，不知高考命题组是
否参考了这一社会热点议题。

郭德纲昨天在得知此事后更
作出回复：“我这就收拾东西参加
高考去。”

安徽的考生们，平时没关注娱乐圈
是不是特别后悔？“剧本修改谁说了
算？”这事儿宋丹丹和各路编剧数月前
就在微博“掐”过哦。3月中旬，宋丹丹在
宣传新剧时抛出“拍戏不是拍剧本”等
言论，在编剧圈引发争议。今年安徽的
作文题就是以这件事为背景，让学生谈
理解和看法。

唉！只怪出题老师太爱看电视剧，
连出个题都能如此剑走偏锋，挑单个行
业的事儿来“作弄”考生，你让这些做了
多少张模拟卷，辩了多少个哲学命题的
考生如何是好！安徽的作文题也在新浪
教育的网友调查中，被选为最奇葩和最
难写的。

不过，以上这两位跟钟汉
良一比可就弱爆了。钟汉良平
日很少更新微博，6月 1日，
他突然在微博中写道：“有一
说数位影像征服世界把暗房
消灭，人人巨屏手机吃喝玩乐
拍照随心所欲。单反底片相机
遭闲置某忘记角落。今年给自
己功课重拾往日乐趣，在美丽
景区不低头玩手机仰头扫描
久违动人景色。快门按或不按
未受影响，美妙瞬间稍纵即

逝，为我的青春留下纪念，整
整二十年。”而这段话与广东
卷的作文题目《胶片与数码时
代》如出一辙。

更有网友发现，钟汉良不
仅“命中”今年的广州高考作
文，他发于2010年的一条微
博与2012年福建的高考作文
也十分相似。遇到这样的偶
像，网友们不禁感叹：这年头
送高考祝福弱爆了，直接押中
题才是偶像中的业界良心！

一位表演艺术家和一位剧作家就演

员改动剧本台词一事! 发表了不同的意

见"表演艺术家说#演员可以根据表演的

需要改动台词"剧作家说#剧本体现了作

者的艺术追求$演员不能随意改动台词"

要求考生根据这段材料自选角度! 谈谈

对这段话的理解和看法!*""字以内"

黑白胶片的时代!照片很

少! 只记录下人生的几个瞬

间! 在家人一次次的翻看中!

它能唤起许多永不褪色的记

忆"但照片渐渐泛黄!日益模

糊"数码科技的时代!照片很

多!记录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可以随时上传到网络与人

分享"它从不泛黄!永不模糊!

但在快速浏览与频繁更新中!

值得珍惜的%点滴&也可能被

稀释"要求自选角度!确定立

意!自拟标题写!文体不限!不

少于*""字"

请叫他们“押题王”考题对照

北京过去有许多老规矩!如出

门回家都要跟长辈打招呼'吃菜不

许满盘子乱挑'不许管闲事'笑不

露齿话不高声' 站有站相坐有坐

相'做客时不许随便动主人家的东

西'忠厚传世勤俭持家等!这些从

小就被要求遵守的准则! 点点滴

滴!影响了一辈辈北京人" 世易时

移! 这些老规矩渐渐被人们淡忘

了" 不久前!有网友陆续把一些老

规矩重新整理出来贴到网上!引发

了一片热议"老规矩被重新提起并

受到关注!这种现象引发了你哪些

思考( 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

篇文章!文体不限!不少于 )""字"

北京卷!老规矩

郭德纲去年就写了
这篇高考作文

安徽卷!剧本修改谁说了算'

这是以宋丹丹和编剧帮
掐架的事为背景

广东卷!点滴

“千年不更博”的钟汉良“一击即中”

网友围观

,瓶瓶-.! 以后得先摸清出

题老师都关注了谁"

,我没你想得那么/坚强!钟

老师虽然我不用高考了! 但还是

要代表广大高考生谢谢你! 顺便

押一下明年的考题呗(

,爱上时光里的你! 押题王

钟小哇)钟汉良粉丝对他的昵称*

万年不更博! 好不容易更博一次

就为广大学子押题谋福利! 顺便

上了话题榜!你是故意的对不对(

,01.234/5671.874!原来郭

老师隐藏了这么多年啊+ 您看!当

年我们的作文题是不是您出的(这

次泄题您准备怎么破1郭德纲(

,良家族)默渊!自从粉上小

哇后! 妈妈再也不担心我的学习

了!他演古装剧!我就舞文弄墨去

了!他演民国抗战剧!再也不担心

我的中国近代史了"

膜拜的 吐槽的 淡定的

,李亚玲(编剧)!安徽高考作

文题%改剧本谁说了算&!出题者不

负责任近乎玩笑" 高考作文可考文

史哲功底和思辩能力! 但不能考对

某行业的专业了解程度" 况影视业

小众! 普通孩子无渠道深入了解行

业生态" 尤其无条件上网的乡村孩

子和不关注影视业的孩子根本无从

下笔!他们无过错却遭重挫+想到会

有很多孩子考场上抓狂就心酸"

,石阜小志!从前有个安徽娃!

)'"")年* 提篮春光看妈妈!)'""*

年*带着感动要出发!)'""&年*弯道

超速被人抓!)'"!"年* 留在路上种

荷花! 于是 )'"!!年* 时光流逝!

)'"!'年* 被告知梯子不用请横放!

问为什么要放呢2)'"!(年* 萧伯纳

说为什么不这样呢()'"!$年* 剧本

就是这样写的!你能改吗(安徽高考

作文每年都好有新意"

,记忆的小点!只是

想说! 高考也是来源于生

活而已" 没准某个高考作

文是哪个不出名的人说出

来的感悟也不一定! 没必

要因为名人语录碰到高考

作文素材! 而这么大惊小

怪吧"

,9-:;</ 陌陌 !高

考作文本来就是针对社会

上的一些时事命题的!所

以这不足为奇"

, 彭商强与证券物

理学!明显不是明星们%泄

露&作文题!而是出题的人

本就是他们的粉丝! 借题

发挥而已"试想!每年要出

那么多作文题! 作为高考

又不能去重复! 出题者也

难啊+ 本报综合

为了你们!我

把编剧都得罪了+

)设计台词*

哥只能帮你们

到这儿了+

)设计台词*

我这就收拾

东西参加高

考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