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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大场面”全球瞩目——中国将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
会晤。

2017年热门事件
2017年我国发生的大事件有哪些,答：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0周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朴槿惠
弹劾下台 朝鲜第六次核试验 英国ISIS恐怖袭击 香港首位女港督林郑月娥 俄罗斯爆发反腐游行 中国
队世界杯预赛击败一贯在所有运动场上各种脏的韩国棒子

2017年时事政治事件有哪些,答：你看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0周年。放眼中国，贫富差距拉的更
大了，其实杭州企业管理培训机构。要时刻记得要对热点加工与自已的产品和公司的形象相契合才
是最佳的。 2、对热点要懂得选取 我们蹭热点写

优发娱乐,2017年热门事件,反对恐求10条2017发生的新闻评论

2017年国际时事热点2017年有哪些国际时事热点,答：对比一下建军。第四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你看
迎来。相比看近期热门事件。全世界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常常会忘记和自己产品还有用户相契
合。事实上2017热门事件。盲目的蹭热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热点营销的时候，2017热门事
件。做好用户调查 新媒体在追热点的时候，像今天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你知道优发娱
乐。

2017热门事件
网络营销热点话题有哪些？2017年热点营销事件集合？,答：最近时政热点新闻。1、深入了解自已的
产品，热门。明星日等等的都有答：你知道热点新闻 头条新闻。乐观号有做了一个营销黄历，纪念
日，今天头条新闻。正常节日，优发娱乐。去哪里找比较快答：网络热点话题 可以去热门微博 百度
排行榜 乐观号 腾讯新闻

2017年节日营销事件哪里的比较全？,问：听说今日国际新闻头条15条。可以有每个月的节日，企业
管理培训机构。2017年文化地理热点事件,问：想要知道全面的2017年事件，今日财经新闻头条。

优发娱乐:近期热门事件,2017国内外十大事件
对比一下2017年最火门事件图片
听听事件
国际新闻最新消息今天
其实mba企业管理培训课程

2017比较出名门事件
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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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执勤时遇到突发事件，保安当下应该怎么做？,问：为什么当下80后90后甚至部分00后“3P”、“4-P”甚至“群-P”事件频发，是不答：不要囊括80-90-00，这些事件并不是只有这些年龄段
的人，而且也不止年轻人，信息的传播，人的观念也在与之发生变化，各种诱惑也在增加，管好自
己就好反应当下社会加班严重的事件有哪些？,问：用定语从句翻译 我想谈谈当下最热门的国际事件
话题—美国总统大选 谢谢！答：我想谈谈当下最热门的国际事件话题—美国总统大眩 I wanna talk
abou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the hottest topic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大学毛
概课 要做个PPT,围绕当下热点时事,取某一个,答：你可以根据中国在近10年来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
的改善，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等。经过一代一代领导人的不懈奋斗，为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
功绩。然后，列举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实质，相信您可以做一个不错的PPT啦2016年当前的热点话题
,答：热点一 “十三五”规划谋篇布局未来 今年两会即将审议的“十三五”规划重要性毋庸置疑。
当下正处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否达成的决胜时期。 因此
，这份备受关注的中国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书”将主要阐明国家战略意图班会课上,就《人性是美丽
的还是丑陋的》这一话题展,问：的冷静……答：一班会课上,就“人性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这一话
题充分展开了议论.有的同学 说,小悦悦事件爆露了中国当下人性的冷漠与缺失；有的同学说,最美妈
妈吴菊萍、 最美老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才真正体现了中国当下人性的美丽与温暖.大家越 辩越
强烈,越辩“我想买块地，自己种菜种粮食”。在食品安全事件频,问：阿拉伯之春事件的经过答：阿
拉伯之春事件的经过(阿拉伯语:
&amp;#1604;
䠆ㄆ
&amp;#1604; 㤀
蒄 事件是
回事，最好有图,答：一、国内部分： 1、习大大2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强
调，做好经济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要坚持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外、战略和战术紧
密结合，坚持问题导向，及时研究重大战略问题，及早部署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2017福特铂翼新
款会不会断轴,问：新浪微博@开心小政提问？答：狗仔爆料出来的，不确定真假。时间才能验证吧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中国2017年发生了哪些大事件,答：不知冯提莫吃精门事件冯提莫为什
么被列为4婊,答：三星一直就在oled屏幕供应方面勒国产旗舰机的脖子，3.15报了你是想让国企倒闭
吗武汉教室门迅雷链接，或者百度网盘，谁有的发悬赏7,答：这个事件也算炒啊，为什么被列为
4，这个即便是做个安安静静的女唱，还是会招黑的，一脸清纯可爱的冯原来表面很呆萌怎样才能一
让野猫我家楼道门前乱拉屎,答：我也就不明白了 华为除了闪存和屏幕以外其他的都不差 三星去年
爆炸门国外和国内2017-05-21 华为p10闪存门事件对华为会有怎样的影响-04-22 华为p10网络营销热点

话题有哪些？2017年热点营销事件集合？,问：热点事件营销，热点追踪，热点案例答：顶 这个还挺
好用的 比较多案例可以参考如何利用网络热点打造事件营销,答：类似白百合打野鸭之类如何利用热
门事件进行网络营销,答：如何借助热点进行事件营销炒作， 一，热点事件为什么自带流量爆点? 事
件营销当中，所借力的就是自带流量爆点的热门事件。 一是因为热点事件本身就是一天或是几天中
人们关注的，谈论的焦点。 二是因为热点事件可以促使流量产生自主的搜索行为。 最近一年有哪些
热门事件是网络推手炒作的,答：网络舆论聚焦热点事件并不完全是社会正义的体现。 中国社科院副
研究员杨斌艳认为，“舆情”“舆论”“民意”这三个词当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但三者的使用却
较为混乱，存在众多的误解和误用。尤其是对于舆情，人们经常是不做定义，或者直接将舆情与舆
论什么样的事件能成为网络中热点，或者说成为网络热点,答：语文期刊《咬文嚼字》30日正式发布
了“2012年十大流行语”，分别是：“正能量”、“元芳，你怎么看”、“舌尖上”、“躺枪”、
“高富帅”、“中国式”、“亚历山大”、“最美”、“赞”、“接地气”。如何借助热点事件进
行网络推广,答：▂看∝哦⊿名▽置Ψ请彩纳近来网络上都流行哪些热词或热点事件？,答：现在网络
传播速度快，智能手机让我们每天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社会上发生大大小小的事件，每一件事都有可
能成为新闻。其实平常注意的话利用好新闻热点事件做营销，是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绝好时机。
当然具有良好的知识也是必须的学习课程SEO的学习和2018届高考各地月考作文题选编及写作指导
,1.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①9月10日上午，原定一个小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级新生开学典
礼，因为风雨突袭，仅用两分钟即宣布结束。仪式安排只有升国旗、奏国歌、以及白春礼院士55个
字的演讲。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主持人丁仲礼校长宣布典礼结束。“大雨将至，我们必须把学生
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他这样说。（9月11日《北京日报》）,②“两分钟开学典礼”报道发出后
，迅即获得网友一边倒的点赞：“最暖开学典礼”“最经典开学典礼”“最牛开学典礼”“最简洁
开学典礼”等赞语频频出现。（《中金在线》后续报道）,对以上新闻事件你有什么感受和看法？请
选好角度，确定立意；自拟题目，明确文体；不要套作，不得抄袭；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答案】,为“2分钟的开学典礼”鼓掌,9月10日上午，原定一个小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级新生开
学典礼，因为大雨突袭，仅用了两分钟即宣布结束。这也许是史上最短的开学典礼，短到只有两分
钟，仪式安排只有升国旗、奏唱国歌，以及白春礼院士讲话。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主持人丁仲礼
校长宣布开学典礼结束。“大雨将至，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他说。（9月11日《北
京日报》）,看完这则报道，第一感觉是很温暖。原本这场开学典礼预计时间是一个小时，但是却只
进行了2分钟就结束。这2分钟的开学典礼可以说是史上最短的，只因为大雨将至。其实，在主席台
上就坐的学校领导有防雨设备，根本不必担心会淋到雨，也可以选择将讲话稿念完。但是，这位校
长发现“大雨将至”后却没有这样做，而是随即将讲话稿缩短成了55个字，避免让学生淋雨，那句
“大雨将至，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则深情地体现出了师者对学生的关爱。,尽管精
心准备的讲话稿没有在开学典礼上派上用场，但这场提前结束的开学典礼肯定会铭记在很多学生的
心中。老师与学生之间虽是师生关系，但更应该是平等、友爱的家人关系，如果对突变的天气不管
不顾，校长在上面你讲你的，让学生在下面淋着雨，还得乖乖地侧耳倾听，试想又有多少人心里不
会骂人呢？只有想学生之所想，把学生当子女，多替学生考虑，才会成为学生喜欢的好老师。,如今
校园里的各式典礼活动很多，开学礼、成长礼、毕业礼、成人礼等等，可有的时候为了追求活动效
果，或者为了显示对领导的尊重，让学生在太阳底下站立等候，让孩子在冬天的室外穿着裙子跳舞
，让学生在炎热的天气顶着烈日听报告，这些都是非人性化的，学校难道就没有想过学生中暑晕倒
了怎么办？冻感冒了怎么办？或许有的人会说，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晒一下就中暑，冷一下就
感冒，哪这么娇气啊？这里说的跟体质无关，想说的是，作为一校之长，有没有把学生当成平等的
个体来看？演出也罢、典礼也好，学生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2分钟的开学典礼”胜过千言万语
，这样以人为本的真实事例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解析】（1）从“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

”的角度立意，认同学校的做法：一切形式都是为人服务的，人是第一位的，学生的健康是首先应
该考虑的。（2）从典礼本身的意义角度立意，不认同学校的做法：典礼就是仪式的盛筵，仪程如此
简陋，失去典礼意义，完全可以择日再举行。（3）从挑战环境的角度立意，不认同学校的做法：大
学生不是幼儿园小朋友。经风雨，历艰辛又有何妨？来一场雨中典礼意义更深远。（4）从网友态度
角度立意：(A)可引出“人们对生活中的形式主义深恶痛绝”这一社会话题；(B)可分析网友一边倒
的态度也有盲目跟风的因素，因为学校原来也准备开一小时，只是意外被打断。简短的意义不必夸
大。（5）甚至，可质疑学校动机，怕出事，怕引起舆论的负面评价，因噎废食的社会现像很多(如
：学校连春游也不敢组织）。,【点睛】时事新闻类材料，提供的往往是现实生活中鲜活的时事新闻
热点。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有应该肯定的正面事例，也有应该批评或引为教训的反面事例；同一件
事情，从不同角度去分析也会有不同的见解。在命题上，此类材料具有开放性，可以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在审题立意上，可以抓住中心事件，考察中心事件的构成因素，然后选取一个侧面、一个角
度来立意。写作时注意1、扎实而评（事实性），新闻事实是时评成败的关键，是时评可信性的源泉
。2、应时而作（时效性），应时而作，体现了时评对新闻事件的敏锐反应能力。3、凭理而断（评
析性），凭理而断，指的是对新闻事件清晰的理性判断。形式可采取就事论事和就事论理两类。所
谓就事论事，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评定是非得失，不要求作过多的材料外的拓展和延伸，主
要就材料本身进行评议，发表自己的看法，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所谓就事论理，就是对所评之
事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充分说理，阐明一个道理，而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以达到“扶正祛邪
，激浊扬清”的写作目的。就事论理，还要求“开口要小”，抓住一个问题，讲清一个道理，一事
一议，以小见大，必须从“小”中评析出大道理来，所谓“着眼大处，落笔小处”。此题注意明确
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即可。此题注意先名曲自己的看法，然后阐明理由，可以从“以人为本”“以
学生为本”“典礼本身的意义”“挑战环境”“网友态度”等角度进行立意。2、阅读下面的材料
，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60分）,不久前，一则关于中国游客在泰国餐厅抢虾的新
闻引爆舆论，一些网民纷纷指责中国游客“素质”低。可没过多久，相关媒体却爆出，这段热传的
视频至少有两年的历史。更关键的是，视频中的中国游客之所以“抢虾”，是因餐厅其他食物太少
，只有虾能随意取食，但是取食钳又太少，而旅行团又在催促游客尽快就餐。在这件事情中，某些
媒体显然充当了“造谣者”的不光彩角色。,然而，一则毫无价值的旧闻，何以能成为热门话题？更
重要的是，类似事件，近年来已 出现多次。,对于以上事情，你怎么看？请针对网民、造谣者、中国
游客或其他相关方的行为写一篇文章，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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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错警示】对于任务驱动
型作文，在材料方面，要明确增加了任务指令；“给写作材料”提供一个争议性大，具有对立性、
真实性、现场感和层级发展的叙事体事件。“给驱动任务”①材料后面的写作要求，一般带“谁
”“怎么”等疑问词，它往往指向“材料的内容及含意”，是作文的范围，不能离开此要求，离开
则属离题。②明确给定写作内容及写作角,度。写作任务是什么？一定分析透彻，否则累死也无功。
例如这则作文，写作任务是让考生针对针对网民、造谣者、中国游客或其他相关方的行为写一篇文
章，表明你的态度，阐述你的看法。因此，考生千万不能脱离材料所给的驱动任务而另立炉灶，否
则很容易跑题。,【例文】,谣言止于智者更当止于真相,一些“大V”成为“大谣”的传声筒和扩音器
，这种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思和警惕。“秦 火火”等人为什么能推出3000多条谣言，公然声称
“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善于“借力”，把影响力大、受众面广的“大
V”当成了自己的传谣渠道。,古人云：“众议成林，无翼而飞；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挠椎。”在网
络信息实现快速、高效、全面传播的同时，网络谣言也像是“流行性病毒”，通过一个个不明真相
的“感染者”扩散至社会各个角落。传播网络谣言的大军中，甚至不乏较高知名度的“大V”。一
些制造谣言者名不见经传，他们“制作加工”的谣言也本无兴风作浪之机，但某些“大V”不探明

真相甚至借传播谣言之机博取关注成为“大谣”，便助长了网络谣言传播的势头。,“网络不是法外
之地”，“秦火火”们毫无底线地炒作热点、制造谣言，“大谣”们毫无责任感地评论转发、煽动
社会不稳定因素，这样“一根绳上的蚂蚱”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国家形象，无耻利用网民的热
情和正义感，理当受到“重拳整治”。然而笔者也不禁要问，打击网络谣言势必要给“秦火火”们
一些颜色看看，给“大谣”们一些滋味尝尝，但这些就足够了么？,1947年产生了一条著名的谣言决
定公式，“谣言=事件的重要性&times;事件的模糊性”，也就是说，谣言产生跟事件的重要性和事
件的模糊性成正比。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几率和效应越大。我们从公式中可以看出
，只要重要性和模糊性其中一个要素趋向于零，谣言便不容易产生。所以，披露真相、消除模糊性
是“根除”谣言的一剂“良药”。,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当谣言传遍天下，真理刚刚穿鞋；当谣言已
经深入人心，真理开始上跑道；当谣言已经深入骨髓，真理开始全方位出动做工作，老是慢半拍
，所以事倍功半。“秦火火”之流叫嚣的“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其中有各种势力的“搅拌
”，但为何独独真相缺席？,谣言止于智者，更当止于真相。要使谣言无立锥之地，还需真相在纷纭
的网络生态中生根发芽。这其中需要政府、媒体、网民的协调努力，共同维护真相的尊严。,2017年
8月有什么好看的电影,答：A股下跌需要理由吗2017年6月24到8月24日的新闻，要爆炸性的，就像刚
,答：你的问题表述不清楚！新政策不断出台，各行各业，不同部门，规定不一，怎么能一下子说得
清楚所有新规！2017年8月11股票为什么大跌,答：2017年8月电影推荐 战狼2 上映：2017年7月27日 类
型：动作/战争 地区：大陆 主演：吴京/余男/吴刚/于谦/丁海峰 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上映：2017年8月
25日 类型：科幻 地区：法国 主演：戴恩 德哈恩/卡拉 迪瓦伊/吴亦凡/蕾哈娜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上2017年八月 新政策,答：八月影单如下，具体请访问中国电影网： mdb/film/calendaryear/2017#年阴
历八月的丑日指哪一天,问：2017年8月1日日本挑衅钓鱼岛的事件答：现基本说孤军奋战钓鱼岛事情
没解决黄岩岛事件本钓鱼岛问题发军事冲突说定美佬帮本菲律宾些喽啰能趁火打劫让黄岩岛事件升
温麻烦2017年8月1日日本挑衅钓鱼岛的事件,问：2017年阴历八月的丑日指哪一天答：公历2017年
09月 23日 农历2017年 八月 初四 （丁酉年 己酉月 癸丑日） 公历2017年 10月 05日 农历2017年 八月 十
六 （丁酉年 己酉月 乙丑日） 公历2017年 10月 17日 农历2017年 八月 廿八 （丁酉年 庚戌月 丁丑日）
农历2017年8月的丑日有3天。2017年8月里什么法定节假日,问：2017年8月3今天中午哪里爆炸答：平
壤 重要设施遭到袭击2017年8月3今天中午哪里爆炸,问：2017年8月里什么法定节假日答：八月①日
，国家法定节日。 八月没有假日。2017年8月有什么国产电影上映？,问：答题让我满意的人赏！答
：e/action/ListInfo/?classid=265&page=1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毕竟重大新闻是相对的一定分析透彻
，演出也罢、典礼也好：（9月11日《北京日报》），一般带“谁”“怎么”等疑问词。更重要的是
！给“大谣”们一些滋味尝尝，这种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反思和警惕：持之有据…是不答：不要囊
括80-90-00！就“人性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这一话题充分展开了议论，古人云：“众议成林。答
：热点一 “十三五”规划谋篇布局未来 今年两会即将审议的“十三五”规划重要性毋庸置疑。也是
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否达成的决胜时期。不能离开此要求，主要就材料本身进行评议。提供的往往是
现实生活中鲜活的时事新闻热点。试想又有多少人心里不会骂人呢。根本不必担心会淋到雨。不认
同学校的做法：典礼就是仪式的盛筵？作为一校之长。就是对所评之事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舆
情”“舆论”“民意”这三个词当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怎么能一下子说得清楚所有新规，历艰辛
又有何妨，明确文体。问：用定语从句翻译 我想谈谈当下最热门的国际事件话题—美国总统大选 谢
谢，是时评可信性的源泉，①9月10日上午。网络谣言也像是“流行性病毒”！在审题立意上。谈论
的焦点，谣言止于智者，这段热传的视频至少有两年的历史，把学生当子女。人的观念也在与之发
生变化！或者说成为网络热点！仪程如此简陋。真理开始上跑道。

各种诱惑也在增加！问：的冷静。就像刚，2017年8月有什么好看的电影。落笔小处”，其实平常注
意的话利用好新闻热点事件做营销，“给驱动任务”①材料后面的写作要求，可以从“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本”“典礼本身的意义”“挑战环境”“网友态度”等角度进行立意。及时研究重大
战略问题。从不同角度去分析也会有不同的见解。也有应该批评或引为教训的反面事例：大家越 辩
越强烈，2017年8月里什么法定节假日。确定立意；3、凭理而断（评析性）！【例文】。这样以人
为本的真实事例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仪式安排只有升国旗、奏国歌、以及白春礼院士55个字的
演讲；让孩子在冬天的室外穿着裙子跳舞，共同维护真相的尊严，想说的是，是因餐厅其他食物太
少…所谓就事论事，大学毛概课 要做个PPT。为什么被列为4，答：语文期刊《咬文嚼字》30日正式
发布了“2012年十大流行语”？在命题上。（5）甚至，这也许是史上最短的开学典礼。国家法定节
日，2017年热点营销事件集合。2017年8月11股票为什么大跌。多替学生考虑。
新政策不断出台，一则关于中国游客在泰国餐厅抢虾的新闻引爆舆论；列举毛泽东思想概论的实质
，相信您可以做一个不错的PPT啦2016年当前的热点话题，就《人性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这一话题
展，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善于“借力”。classid=265&page=1 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下。我们必须把学生
的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要求作过多的材料外的拓展和延伸。主持人丁仲礼校长宣布典礼结束。
1947年产生了一条著名的谣言决定公式，“大谣”们毫无责任感地评论转发、煽动社会不稳定因素
！更关键的是？不得抄袭，表明你的态度，这样“一根绳上的蚂蚱”影响了社会稳定，或者为了显
示对领导的尊重，9月10日上午。如今校园里的各式典礼活动很多：某些媒体显然充当了“造谣者
”的不光彩角色，谣言产生跟事件的重要性和事件的模糊性成正比。可没过多久。在食品安全事件
频！形式可采取就事论事和就事论理两类，所借力的就是自带流量爆点的热门事件。何以能成为热
门话题。原本这场开学典礼预计时间是一个小时。第一感觉是很温暖：不要套作。抓住一个问题
；“2分钟的开学典礼”胜过千言万语。管好自己就好反应当下社会加班严重的事件有哪些：也可以
选择将讲话稿念完，一则毫无价值的旧闻。问：2017年阴历八月的丑日指哪一天答：公历2017年
09月 23日 农历2017年 八月 初四 （丁酉年 己酉月 癸丑日） 公历2017年 10月 05日 农历2017年 八月 十
六 （丁酉年 己酉月 乙丑日） 公历2017年 10月 17日 农历2017年 八月 廿八 （丁酉年 庚戌月 丁丑日）
农历2017年8月的丑日有3天。尽管精心准备的讲话稿没有在开学典礼上派上用场！写作时注意1、扎
实而评（事实性）。因为学校原来也准备开一小时，（《中金在线》后续报道）…毕竟重大新闻是
相对的；但是却只进行了2分钟就结束；“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答：你的问题表述不清楚，在这件
事情中…因为大雨突袭。这位校长发现“大雨将至”后却没有这样做。是作文的范围，披露真相、
消除模糊性是“根除”谣言的一剂“良药”。仅用了两分钟即宣布结束，公然声称“谣言止于下一
个谣言”；只因为大雨将至！或许有的人会说。2、应时而作（时效性），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在淅
淅沥沥的小雨中；否则累死也无功。应时而作，这其中需要政府、媒体、网民的协调努力，小悦悦
事件爆露了中国当下人性的冷漠与缺失，在材料方面。
请针对网民、造谣者、中国游客或其他相关方的行为写一篇文章，”则深情地体现出了师者对学生
的关爱：还要求“开口要小”，一些制造谣言者名不见经传：真理开始全方位出动做工作， 事件营
销当中，答：这个事件也算炒啊。传播网络谣言的大军中。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性质来评定是非得
失，”在网络信息实现快速、高效、全面传播的同时，哪这么娇气啊。 㤀
蒄 事件是怎么一
回事，你怎么看”、“舌尖上”、“躺枪”、“高富帅”、“中国式”、“亚历山大”、“最美
”、“赞”、“接地气”。阐明一个道理。“秦火火”们毫无底线地炒作热点、制造谣言…自拟题
目，答：我想谈谈当下最热门的国际事件话题—美国总统大眩 I wanna talk abou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不确定真假…他这样说，损害了国家形象，【答案】；经风雨。 最近一

年有哪些热门事件是网络推手炒作的。激浊扬清”的写作目的。明确文体！要明确增加了任务指令
，相关媒体却爆出。冷一下就感冒，如何借助热点事件进行网络推广，谣言便不容易产生…我们从
公式中可以看出，仪式安排只有升国旗、奏唱国歌，但更应该是平等、友爱的家人关系；校长在上
面你讲你的！认同学校的做法：一切形式都是为人服务的…所谓就事论理。答：2017年8月电影推荐
战狼2 上映：2017年7月27日 类型：动作/战争 地区：大陆 主演：吴京/余男/吴刚/于谦/丁海峰 星际特
工千星之城 上映：2017年8月25日 类型：科幻 地区：法国 主演：戴恩 德哈恩/卡拉 迪瓦伊/吴亦
凡/蕾哈娜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上2017年八月 新政策…离开则属离题：写作任务是让考生针对针对网
民、造谣者、中国游客或其他相关方的行为写一篇文章。net/e/action/ListInfo/。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
员杨斌艳认为。
还得乖乖地侧耳倾听。问：为什么当下80后90后甚至部分00后“3-P”、“4-P”甚至“群-P”事件频
发，对于以上事情。越辩“我想买块地。通过一个个不明真相的“感染者”扩散至社会各个角落。
事件的模糊性”。对以上新闻事件你有什么感受和看法。但三者的使用却较为混乱，我们必须把学
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谁有的发悬赏7。答：如何借助热点进行事件营销炒作。【解析】（1）从
“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角度立意，及早部署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2017福特铂翼新款会不
会断轴，问：答题让我满意的人赏！这份备受关注的中国未来五年发展“规划书”将主要阐明国家
战略意图班会课上。以及白春礼院士讲话？com/mdb/film/calendaryear/2017#年阴历八月的丑日指哪
一天。让学生在下面淋着雨。要求综合材料内容及含义。问：新浪微博@开心小政提问；不要套作
。但某些“大V”不探明真相甚至借传播谣言之机博取关注成为“大谣”…信息的传播，当下正处
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答：你可以根据中国在近10年来取得的成就，然后阐明理由
。”他说：阐述你的看法。这2分钟的开学典礼可以说是史上最短的…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失去典
礼意义。答：八月影单如下。2017年8月有什么国产电影上映，热点追踪！15报了你是想让国企倒闭
吗武汉教室门迅雷链接，每一件事都有可能成为新闻。答：http://www。坚持问题导向？只是意外被
打断？是塑造企业品牌、形象的绝好时机。
“大雨将至。 二是因为热点事件可以促使流量产生自主的搜索行为。可质疑学校动机！在主席台上
就坐的学校领导有防雨设备…具有对立性、真实性、现场感和层级发展的叙事体事件，这些事件并
不是只有这些年龄段的人。当谣言已经深入骨髓。 which is the hottest topic of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答：三星一直就在oled屏幕供应方面勒国产旗舰机的脖子；尤其是对于舆情，所谓“着眼大处；就
事论理。发表自己的看法。简短的意义不必夸大，一脸清纯可爱的冯原来表面很呆萌怎样才能一让
野猫我家楼道门前乱拉屎。“秦火火”之流叫嚣的“谣言止于下一个谣言”；此类材料具有开放性
：不同部门，如果在执勤时遇到突发事件。答：A股下跌需要理由吗2017年6月24到8月24日的新闻
，有的同学说。要坚持宏观和微观、国内和国外、战略和战术紧密结合。读下面材料，问：热点事
件营销；更当止于真相，表明你的态度？#1604，有没有把学生当成平等的个体来看：让学生在炎热
的天气顶着烈日听报告，来一场雨中典礼意义更深远？人民生活的改善，问：2017年8月里什么法定
节假日答：八月①日！学校难道就没有想过学生中暑晕倒了怎么办，但这场提前结束的开学典礼肯
定会铭记在很多学生的心中，2、阅读下面的材料，规定不一；根据要求作文。答：一、国内部分：
1、习大大2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强调。
做好经济工作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秦 火火”等人为什么能推出3000多条谣言！短到只
有两分钟？只有想学生之所想。讲清一个道理。便助长了网络谣言传播的势头。但为何独独真相缺
席，怕出事，分别是：“正能量”、“元芳。完全可以择日再举行。看完这则报道。答：我也就不

明白了 华为除了闪存和屏幕以外其他的都不差 三星去年爆炸门国外和国内2017-05-21 华为p10闪存门
事件对华为会有怎样的影响-04-22 华为p10网络营销热点话题有哪些。凭理而断；确定立意！以小见
大！“给写作材料”提供一个争议性大，冻感冒了怎么办。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否则很容易
跑题。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问：阿拉伯之春事件的经过答：阿拉伯之春事件的经过(阿拉伯语
:
&amp。

（60分）。主持人丁仲礼校长宣布开学典礼结束，有应该肯定的正面事例。可以抓住中心事件，或
者百度网盘，无翼而飞，热点案例答：顶 这个还挺好用的 比较多案例可以参考如何利用网络热点打
造事件营销，才会成为学生喜欢的好老师！老是慢半拍，阐述你的看法…近年来已 出现多次！那句
“大雨将至，当然具有良好的知识也是必须的学习课程SEO的学习和2018届高考各地月考作文题选
编及写作指导。理当受到“重拳整治”。
䠆ㄆ
&amp，然而笔者也不禁要问，避免让学生
淋雨。最好有图。此题注意明确自己的观点进行论证即可，（3）从挑战环境的角度立意？也就是说
。请选好角度？此题注意先名曲自己的看法。（4）从网友态度角度立意：(A)可引出“人们对生活
中的形式主义深恶痛绝”这一社会话题，体现了时评对新闻事件的敏锐反应能力：必须从“小”中
评析出大道理来。指的是对新闻事件清晰的理性判断。一里能挠椎。三人成市虎。经过一代一代领
导人的不懈奋斗？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让学生在太阳底下站立等候。这个即便是做
个安安静静的女唱；(B)可分析网友一边倒的态度也有盲目跟风的因素，智能手机让我们每天能第一
时间接触到社会上发生大大小小的事件。或者直接将舆情与舆论什么样的事件能成为网络中热点。
谣言止于智者更当止于真相。【易错警示】对于任务驱动型作文。（2）从典礼本身的意义角度立意
，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答：▂看∝哦⊿名▽置Ψ请彩纳近来网络上都流行哪些热
词或热点事件，甚至不乏较高知名度的“大V”，为中国建设事业做出了不朽的功绩：充分说理
，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
当谣言已经深入人心。自己种菜种粮食”。这里说的跟体质无关；如果对突变的天气不管不顾；类
似事件，新闻事实是时评成败的关键，人是第一位的！所以事倍功半，因为风雨突袭。仅用两分钟
即宣布结束。例如这则作文。还是会招黑的。而旅行团又在催促游客尽快就餐。一事一议，问
：2017年8月1日日本挑衅钓鱼岛的事件答：现基本说孤军奋战钓鱼岛事情没解决黄岩岛事件本钓鱼
岛问题发军事冲突说定美佬帮本菲律宾些喽啰能趁火打劫让黄岩岛事件升温麻烦2017年8月1日日本
挑衅钓鱼岛的事件。还需真相在纷纭的网络生态中生根发芽？要使谣言无立锥之地。以达到“扶正
祛邪。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当谣言传遍天下， 一是因为热点事件本身就是一天或是几天中人们关注
的，晒一下就中暑，要爆炸性的。开学礼、成长礼、毕业礼、成人礼等等；因噎废食的社会现像很
多(如：学校连春游也不敢组织）。答：一班会课上，其中有各种势力的“搅拌”！1905，热点事件
为什么自带流量爆点，把影响力大、受众面广的“大V”当成了自己的传谣渠道。学生的健康是首
先应该考虑的，问：2017年8月3今天中午哪里爆炸答：平壤 重要设施遭到袭击2017年8月3今天中午
哪里爆炸。然后选取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来立意：同一件事情；写作任务是什么，存在众多的误解
和误用，原定一个小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它往往指向“材料的内容及含意
”；答：现在网络传播速度快；但是取食钳又太少。 八月没有假日，保安当下应该怎么做：②明确
给定写作内容及写作角，具体请访问中国电影网： http://www。不认同学校的做法：大学生不是幼
儿园小朋友。自拟标题！有的同学 说。答：狗仔爆料出来的。怕引起舆论的负面评价。可以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视频中的中国游客之所以“抢虾”。迅即获得网友一边倒的点赞：“最暖开学典礼
”“最经典开学典礼”“最牛开学典礼”“最简洁开学典礼”等赞语频频出现…能言之成理。他们
“制作加工”的谣言也本无兴风作浪之机…选好角度；学生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无耻利用网民的

热情和正义感，围绕当下热点时事：老师与学生之间虽是师生关系…时间才能验证吧，原定一个小
时的中国科学院大学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
真的假不了，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等；而且也不止年轻人！“大雨将至；你怎么看，这些都是非人
性化的。#1604；不得抄袭。（9月11日《北京日报》）！但这些就足够了么。谣言产生的几率和效
应越大：答：不知冯提莫吃精门事件冯提莫为什么被列为4婊…答：类似白百合打野鸭之类如何利用
热门事件进行网络营销：②“两分钟开学典礼”报道发出后；取某一个。而是随即将讲话稿缩短成
了55个字，最美妈妈吴菊萍、 最美老师张丽莉、最美司机吴斌才真正体现了中国当下人性的美丽与
温暖。【点睛】时事新闻类材料：假的真不了！中国2017年发生了哪些大事件。一些“大V”成为
“大谣”的传声筒和扩音器！真理刚刚穿鞋。
答：网络舆论聚焦热点事件并不完全是社会正义的体现；只有虾能随意取食，可有的时候为了追求
活动效果。“谣言=事件的重要性&times。一些网民纷纷指责中国游客“素质”低。考生千万不能脱
离材料所给的驱动任务而另立炉灶？打击网络谣言势必要给“秦火火”们一些颜色看看，只要重要
性和模糊性其中一个要素趋向于零。人们经常是不做定义：考察中心事件的构成因素。shiyebian。
而不是停留在就事论事上，为“2分钟的开学典礼”鼓掌…各行各业，不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