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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阅读屋 我爱鸟。

以前我常见提笼架鸟

的人，清早在街上溜达（现

在这样悠闲的人少了）。我

感觉兴味的不是那人的悠

闲，却是那鸟的苦闷。胳膊

上架着的鹰，有时头上蒙着

一块皮子，羽翮不整地蜷伏

着不动，哪里有半点雄视昂

藏的神气？笼子里的鸟更不用说，常年关在栅栏里，饮啄

倒是方便，冬天还有遮风的棉罩，十分的“优待”，但是如

果想要“抟扶摇而直上”，便要撞头碰壁。鸟到了这种地

步，我想它的苦闷，大概是仅次于粘在胶纸上的苍蝇，它

的快乐，大概是仅优于在标本室里住着罢！

我开始欣赏鸟，是在四川。黎明时，窗外是一片鸟

啭，不是叽叽喳喳的麻雀，不是呱呱噪啼的乌鸦，那一片

声音是清脆的，是嘹亮的，有的一声长叫，包括着六七个

音阶，有的只是一个声音，圆润而不觉其单调，有时候是

独奏，有时候是合唱，简直是一派和谐的交响乐。不知有

多少个春天的早晨，这样的鸟声把我从梦境唤起。等到

旭日高升，市声鼎沸，鸟就沉默了，不知到哪里去了。一

直等到夜晚，才又听到杜鹃叫，由远叫到近，由近叫到

远，一声急似一声，竟是凄绝的哀乐。客夜闻此，说不出

的酸楚!
在白昼，听不到鸟鸣，但是看得见鸟的形体。世界上

的生物，没有比鸟更俊俏的。多少样不知名的小鸟，在枝

头跳跃，有的曳着长长的尾巴，有的翘着尖尖的长喙，有

的是胸襟上带着一块照眼的颜色，有的是飞起来的时候

才闪露一下斑斓的花彩。几乎没有例外的，鸟的身躯都

是玲珑饱满的，细瘦而不干瘪，丰腴而不臃肿，真是减一

分则太瘦，增一分则太肥那样的 纤合度，跳荡得那样

轻灵，脚上像是有弹簧。看它高踞枝头，临风顾盼———好

锐利的喜悦刺上我的心头。不知是什么东西惊动它了，

它倏地振翅飞去，不回顾，不悲哀，它像虹似的一下就消

逝了，它留下的是无限的迷惘。有时候稻田里伫立着一

只白鹭，拳着一条腿，缩着颈子，有时候“一行白鹭上青

天”，背后还衬着黛青的山色和油绿的梯田，就是抓小鸡

的鸢鹰，啾啾地叫着，在天空盘旋，也有令人喜悦的一种

雄姿。

（选自《雅舍小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写作借鉴】

本文笔端带情，字里行间脉脉含情。“我爱鸟”，开门

见山，直截了当。然后写各种鸟的苦闷和欢乐，爱注鸟

中。作者对鸟的刻画细而不琐，声形并茂。描绘鸟鸣的清

脆、嘹亮，似和谐的交响乐；描绘鸟的情形，有高踞枝头

的美，有振翅飞翔的美，忽静忽动，美不胜收；而刻画鸟

身躯的玲珑饱满，简直是情满纸上，爱意流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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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获取语文学习资源。

因家长加入交流群，交流孩子的学

习规划，做孩子的强大后盾！

特邀撰稿/吴应海
你有自己特别熟悉、喜欢的小天地

吧？比如你自己的房间、你在教室里的座

位、校园里的某个角落等。以“我的小天

地”为话题，写一个片段，向别人介绍它。

200字左右。

本次写作要求我们以“我的小天地”为话题进

行写作。“天地”用来比喻人们活动的范围。很显然，

题目中的“小天地”是指某一个小空间。这也就是

说，同学们所写的片段，只是介绍一个属于自己的

小空间。那么如何来写这篇作文呢？

第一步，精选对象。我们学习、生活的空间很

多，可写的小天地一般会有多处。比如自己的卧室，

家中阳台一角，教室里自己的座位等，都可以成为

写作对象。

本次写作训练要求写一个片段，而且限定字数

在200字左右，所以，不能同时写几个小天地，只能

写一处，并且要集中笔墨对小天地中最精彩的地方

进行介绍。因此，动笔之前，要对自己的小天地进行

梳理，然后从中选择一处自己最喜爱的小天地进行

写作。只有喜欢，写起来才能如数家珍，充满真情。

同学们选择的写作对象最好能够与众不同。别

人都写室内小天地，你却写室外小天地，比如介绍

小区里自己喜爱的一方草地，校园里自己负责看护

的某个花坛，庄稼地里自己耕种的“小农场”，这样

的小天地能令人眼前一亮。

第二步，谋篇布局。本次写作虽然是片段，但绝

对不能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否则，就难以把小天

地中最精彩的地方表现出来，甚至可能偏离主题。

首先，要想好如何开头。建议开门见山，直入主

题，比如“阳台上那些花花草草，是我最喜爱的小天

地”“我的小天地与众不同，它是我们承包地里的一

块菜地”，就是很好的开头。

其次，要考虑按什么顺序来写。整体上可按空

间顺序依次介绍小天地中的陈设等。在此过程中，

有时也可穿插进时间顺序进行介绍。比如写阳台上

的“小花园”，介绍完它的整体状况后，就可按春夏

秋冬的时间顺序，描写自己观赏到的美景。当然，

也可以按照其他顺序进行介绍。

最后，要考虑写作重点。小天地虽小，但要写的

陈设可能不少，动笔之前，一定要想好重点写什么。

只有介绍小天地最精彩的地方，或者最与众不同的

地方，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你的卧室

里摆着一架钢琴，这是你的至爱，你一有空，就会弹

奏一曲，享受音符撞击心灵的感觉，那你在写卧室

这片天地时，就要在钢琴上面多花点笔墨。

第三步，多元表达。同学们在写“我的小天地”

这一片段时，应以说明为主，而且要按照一定的顺

序进行说明。但在介绍自己的小天地的过程中，可

以适当记叙小天地的趣味生活，描写小天地的美丽

景色，也可以进行抒情、议论。无论是记叙、描写，还

是抒情、议论，都应简洁。

另外，在说明过程中，要根据表达需要，选择合

适的说明方法，以增强表达效果。

微题目

微技法

微作文秀

阳台一角，是一方属于我的小

天地。

北墙上，挂着几盆吊兰，密密的

细叶，如瀑布般垂落下来；一片片

叶子，像一张张仰着的小脸，充满着

生机。

西墙上，装着几排简易书架，错

落有致。书架上除了放着一些名著

外，还有英语电子词典、笛子等物品。

南面是落地大玻璃窗，靠着窗户

摆着花盆。长方形的花盆中，长着一

排富贵竹，它们茎干粗壮，笔直地站

在那里，非常可爱。

一把吊椅放在中间，吊椅像一只

倾斜的摇篮，里面摆着两只靠垫。学

习累了的时候，我便会走进这方天

地，坐到吊椅里，或看看花草，或欣赏

窗外的风景。有时，我还会读一会儿

书，吹一支曲子。

这小小的天地，给我带来了无穷

的乐趣。

阳台一角 李佳铭 点评：这一作文片段中，

作者先点出阳台一角是“我”

的小天地；然后按方位顺序，

对这片小天地进行介绍；最后

以“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作结。整个片段层次清晰，结

构紧凑，说明之中穿插描写，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是住宿生，每周有五天生活在

学校，每天有一部分时间生活在宿舍。

为了让宿舍生活丰富而多彩，我对自

己的床铺进行了精心的布置。

我睡在下铺，为了让自己的这个

小空间充满活力，我在里面的墙上贴

了一排偶像画。这些偶像画被我剪成

各种形状，贴在跳动的“五线谱”上，动

感十足，让人一看就喜欢。

南面是与舍友“接壤”的地方，我

用一块印着青花瓷的方布做隔帘，营

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同时，我还

在布上缀了一些自制的纸花，形状各

异。这样，我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一

片“花”的海洋。

北面是墙，是我靠着看书、听音乐

的地方。我在墙上贴了一幅山水画，每

当看书的时候，就好像躺在青山绿水

间，我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其中。

床顶正中间悬挂了一个小小的风

铃。如果用嘴轻轻一吹，风铃就会发出

轻微的响声，若有若无，非常好听。

怎么样，我的这个特殊小天地很

不错吧！

点评：作者以非常优

美的文笔，对集体宿舍中

属于自己的小空间进行了

介绍。作者从里墙写起，然

后是与室友“接壤”的地

方、靠着看书的地方，最后

写床顶上悬挂着的小风

铃，顺序清晰，一目了然。

面对这个充满诗意的小天

地，怎能不心生喜爱之情？

特殊小天地 李 玟

我在院子里开辟了

一小块地，长约4米，宽约

2米，准备尝试着种些蔬菜。

4月初，我用自己的

零花钱购买了6棵蕃茄

苗、4棵菜椒苗、4棵黄瓜

苗、2棵丝瓜苗。我把丝瓜

苗栽在最南面，因为那里

靠着院墙，便于丝瓜牵

藤。然后把4棵黄瓜苗栽

到西边，黄瓜是要搭架子

的，长大后占用的空间

大，栽在一边才不会影响

别人。最后，依次栽下了

蕃茄苗和菜椒苗。

此后，我天天浇水，

不时施肥。随着气温升

高，这些小家伙们纷纷伸

头探脑，抢着生长。不到

一个月，丝瓜就已爬到墙

上，黄瓜也牵上了架子，

蕃茄、菜椒的叶子也肥嘟

嘟的。

转眼到了6月，蕃茄、

黄瓜、菜椒依次开花，丝

瓜已爬出六、七米远，占

领了半面墙，随后也开出

黄色的花朵。

看着这片生机勃勃的

天地，我的心中充满期待。

院子里的菜地 花 容 点评：作者笔

下的这片天地与众

不同，并不是建筑

物内的某个空间，

而是自己开辟的菜

地。作者在这片菜

地上种上蔬菜，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

于是，小小的天地

中充满生机，让人

无限憧憬。

二 、6 .（1）完 全

（2）以……为簪 7.盖赏灯

之宴/权舆于此/自是日盛

矣。 8.（1）有时在清燕殿、

缀金亭欣赏橙子橘子。

（2）秋雨之后，天气刚刚变

凉，就已经有了炒好的银

杏、梧桐子在集市上叫卖

了。 9.赏菊花，点菊花

灯，赏橘子橙子，喝新酒，

头上戴菊花，做菊花糕，炒

银杏、梧桐子。

三、10.（1）“武”的装

束；（2）“武”的内涵；（3）打
鼓的风采。 11.延安武鼓

文化 阳刚之气，坚强勇

敢，自信和气魄 12.承上

启下的过渡作用。 13.洛
川蹩鼓：将士风度，万鼓齐

鸣，万槌齐发，万旗齐展。

宜川胸鼓：洒脱不俗，柔中

有刚，刚中有柔，花而不

乱，妙趣横生。安塞腰鼓：

矫健刚劲，热情奔放。

14. 表达了作者对延安武

鼓这种文化特质的赞叹，

对武鼓中表现出来的中华

民族的豪迈气概的歌颂。

四、15.作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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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和雪花携着手，就把村庄里的人都赶

回了屋里。屋里的火炉或火盆散发着热量，温

暖着一年的疲惫。老人们坐在滚热的炕头上，

衔着长长的烟袋，围着火盆唠着闲嗑儿，开始

了猫冬。

所说的猫冬，就是躲藏在冬天里，而“猫”在

东北的话里就有“藏”的意思。说到猫，当老人

们在炕头上说得火热时，总会有一只猫蜷在腿

旁，发出轻微的鼾声。偶尔，猫的耳朵或尾巴轻

动一下，仿若驱赶着窗玻璃上正在扑落的雪

花。猫也是要猫冬的，它们很沉默地猫着，总是

昏昏然，躲在冬天深处，躲在炕头的人身后，做

着一个无人知晓的梦。

此时的猫，不再伶俐，不再机警，它躺在冬

天里，躺在温暖里，火炕的热量给它酝酿着一

个安全的美梦。它表情惬意，胡须随呼吸起伏，

甚至不再蜷着身子，而是舒适地伸展开，就像拥

抱的样子。它就这样拥抱着满屋的欢声笑语，拥

抱着一个不再忙碌的季节。

我们这些小孩子是猫不住的。当从冰天雪

地里嬉闹回来，扑到热炕头上，分外慵懒的猫

就延续了我们的游戏心思。猫睡得极深沉，把

冰凉的手放在它的肚皮上取暖，它也没有反应。

它也许睡意正浓，没时间理会身外之事，即使

把它翻来覆去地折腾，它也沉睡如初；甚至抓

着它的两条前腿，把它提起如荡秋千般，它

依然合目无觉。玩够了，将它扔在那

儿，它继续睡。它知道在家里，它安全，

它放心，所以它睡得死。

猫也有不睡的时候。它会

短暂地随着人们的进出而跑出

门去，过了一会儿，再随着进来

的人一起进来。它会抖落身上的雪，然后跃上

炕，卧在它经常在的位置。渐渐地，它身上腾起

微微的雾气。它似乎极舒适，半眯着眼睛，看着

老人们围坐着说话，看着屋中央火炉中闪闪的

亮光。有时它也会蹲在窗台上，透过霜花融尽的

窗子，看着雪花一朵朵地扑在玻璃上。

更多的时候，猫即使不睡，也是一副欲睡或

刚睡醒的神情。往日里的灵动没有了，每一根毛

都放松着，这时把毛线球滚到它眼前，它也懒得

看上一眼。就是不知道此刻，一只老鼠活生生地

走过它面前，它会不会爪牙毕露。于是，我们就

对它失去了兴趣，它就那样安静地卧着。无论喧

闹还是安静，它身前的时光都不会泛起一丝涟

漪，它守着自己的沉默。

所以，冬天的猫，大多是安静的。我不知道

在很深的夜里，它们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猜

想，在寒冷与黑暗交织的时候，它们也不会像在

别的季节般，幽隐或穿行于村落。它们也需要休

息，也需要积蓄力量，也需要养养精神。当天暖

了，炕头就再也留不住它们。可有时候，我更会

想念冬天的猫。那个时候，它与我们同在冬天的

怀里，离得很近，很近，近得许多年过去，我依然

能在梦里看见。

（选自《潍坊晚报》）

【阅读点拨】

本文以“猫”为写作对象，以冬天为背景，勾

勒出一幅祥和的图画：户外是凛冽的北风和纷

飞的雪花，屋内是温暖的炉火和谈笑声，而炕头

那只慵懒的猫睡得正香。在写法上，作者以拟人

手法开篇，拉开了猫冬的序幕。文中的描写细腻

生动，而“玩猫”的细节更是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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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词卡片

上期参考答案

二版

《回延安》知识检测

1.（1）登时（2）脑畔

2.（1）贺敬之 信天游（2）到
延安 忆延安 话延安

看延安 祝延安（或：到延

安、忆当年、会亲人、逛新

城、离延安） 3.一“抓”一

“贴”，动作逼真、急切，极

写感情的深挚，表现了诗

人踏上延安土地时无限

欢喜与激动的心情。

《灯笼》知识检测

1.（1）静穆（2）褪色

（3）马前卒 2.（1）排比

（2）比喻 3.句子点题，卒

章显志，表达了团结抗敌、

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

应对

1.安徒生的回答与绅

士的话语气一致，只是移

动了词语的位置，就巧妙

地应对了他人的讥讽，读

后令人捧腹。 2.小亮，实

在抱歉，我觉得现在你跟

球队的要求确实有距离。

咱俩还是一起再练练吧，

到时候我肯定推荐你加

入。 3.示例：妈妈，专家

说：“近视是不可逆的。”这

些视力“康复治疗仪”的效

果，就像被吹大的气球一

样，其康复干预效果被夸

大了，用了也不会有多大

效果，我平时会多注意保

护眼睛，防止近视进一步

加深。

三版

第一单元测试题

一 、1.粤（B. 缀 zhu佻；
悦.彻糟澡侉；阅.行澡佗灶早） 2.A
（偏避-偏僻） 3.C（“叹为

观止”比喻赞美看到的事

物好到了极点。用在句中

不合适） 4.淤西北民歌；

于一般为两句体；盂多用

比兴；榆口语化；虞内容与

爱情、争取自由等有关；

愚节奏自由、旋律奔放。

5.示例：（1）让诗歌的阳

光，温暖每个人的心房。

（2）王老师，您好！我们八

年级（1）班准备在本周五

下午第三节课后举行“中

国现当代诗歌朗诵会”，想

邀请您参加，请问您有时

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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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篇·快乐演练

学 习 报
八 年 级 语 文

（下转一、四版中缝）

———教你运用举例子的说明方法

特邀撰稿 / 张洪芳

《大自然的语言》《大雁归来》
得法课内

1.字音识记

翩（pi佟n）然 孕（y俅n）育 悬殊（sh俦）
农谚（y伽n） 海棠（t佗ng） 连翘（qi佗o）
缄（ji佟n）默 雉（zh佻）鸡
2.字形辨识

萌（m佴ng） 萌发

荫（y侃n） 荫蔽
嗓 喧（xu佟n） 喧哗

渲（xu伽n） 渲染
嗓

3.成语积累

销声匿迹：本义是不再公开讲话，不再公开露

面。形容隐藏起来或不公开出现。

周而复始：一次又一次地循环。

花香鸟语：形容春天动人的景象。

草长莺飞：形容生机勃勃、万物复苏的景象。

目空一切：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形容骄傲自

大，什么都看不起。

偷偷摸摸：状态词。形容瞒着人做事，不敢让

人知道。

4.词语辨析

天气 气候 气象

音课文例句

淤秋冬之交，
·
天

·
气晴朗的空中,在一定高度上

气温反比低处高。

于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注意了草木荣枯、候鸟

去来等自然现象同
·
气

·
候的关系，据以安排农事。

盂物候学这门科学接近生物学中的生态学和

·
气

·
象学中的农业气象学。

音解析

相同点：都是名词。都可表示大气的变化现象。

不同点：“天气”着重指在不长时间内大气的变

化现象，“气候”着重指经过多年观察所得到的大气

变化的现象，“气象”着重指大气变化的各种自然现

象。“天气”是口语里习用的词，比如说“天气预报”

“好天气”等；要是说“天气不早了”，则是指“时间”

不早了。“气候”和“气象”都是气象学上的术语，常

用于专门的科技领域。除了气象学用语外，“气候”

还有比喻意义，如“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指

的是政治动向；“气象”可引申指“情景、情况”，如

“农村一片新气象”。而“天气”无此用法。

1.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词语。

（1）一只燕子的来临说明不了春天，但当一群大

雁冲破了3月暖流的w俅 伲i（ ）时，春天就来到了。

（2）单调k俦 z伽o（ ）的数字竟能如此进一

步激发爱鸟者的感伤。

（3）我们的沼泽便再次成为m侏 m伽n（ ）

着青草气息的地方。

2.指出下列句子所用的说明方法。

（1）乌鸦通常被认为是笔直飞行的，但与坚定

不移地向南飞行20英里直达最近的大湖的大雁相

比，它的飞行也就成了曲线。（ ）

（2）返回的雁群，不再在沼泽上空做试探性的

盘旋，而像凋零的枫叶一样，摇晃着从空中落下

来，并向下面欢呼的鸟儿们伸出双脚。（ ）

3.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

A.《大雁归来》一文的作者是美国生态学家利

奥波德写的。

B.通过学习《大雁归来》，使我们明白了应该

保护野生动物，与它们和谐相处。

C.《大雁归来》一文字里行间充盈着作者对大

雁的喜爱之情。

D.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是目前中小学教学

工作的当务之急。

为了倡导节约能源，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绿

色，更环保，校学生会将举行以“倡导低碳生活”为

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请你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

材料一：低碳指较低或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

化碳为主）排放。“低碳生活”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

的共识。它的倡导，反映了人类因气候变化而对未

来的担忧。全球变暖等气候问题致使人类不得不考

量目前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优化和约束某些生产和

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减少碳排放量的目标。“低碳生

活”的提出，不仅告诉人们可以为减碳做些什么，还

告诉人们可以怎么做。

材料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说：

“节能就是最大的减碳。”

材料三：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必须达到稳定

状态，否则地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包括战

争、瘟疫、饥荒、干旱、洪水、飓风等在内的各种灾难

将轮番席卷地球。（英国气候学家比尔·麦克古尔）

1.请根据上面的材料，写一段简要的文字，介

绍一下什么是“低碳生活”。（50字以内）

2.在“低碳生活，我们能做什么”主题班会上，

大家推荐你做主持人。请你拟写一段开场白。

3.请你拟写一句公益广告语，号召广大市民选

择步行、自行车、公交、地铁等绿色出行方式。加入《学习报》家长交流群

交流孩子的学习规划

加入名师微课家长伴学群

看视频，重点难点全掌握

（本版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快乐课课练

《大雁归来》知识检测

综合实践吧

倡导低碳生活

（本版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1.根据拼音写出相应的词语。

（1）于是转入炎热的夏季，这是植物y俅n y俅
（ ）果实的时期。

（2）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n佼ng y伽n（ ）

就包含了丰富的物候知识。

（3）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热。冬季南

北温度xu佗n sh俦（ ），夏季却相差不大。

2.下列句子中加点的词语使用不恰当的一项

是 （ ）

A.那五颜六色的月季花，如同花仙子在花丛中

·
翩

·
然起舞。

B.在春天里
·
萌

·
发的不只是花朵，也有我们的

希望。

C.我喜欢在
·
草

·
长

·
莺

·
飞的春天和爸爸一起去放

风筝。

D.看孩子追着风筝跑，老王不由得感慨：“我的

童年已经
·
周

·
而

·
复

·
始！”

3.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

A.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者，努力攻克技术难关，

取得了约 500 项左右的专利成果。

B.通过“主题教育”的学习，使我们认识到“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要意义。

C.《朗读者》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是因为其节

目形式新颖、文化内涵丰富的缘故。

D.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中国制造业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的前提条件。

4.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语能不能去掉？为什么？

北京的物候记录，1962 年的山桃、杏花、苹果、

榆叶梅、西府海棠、丁香、刺槐的花期比 1961 年迟

十天
·
左

·
右，比 1960 年迟五六天。

缘援结合加点的词语，赏析下面的句子。

杏花开了，就好像大自然在
·
传

·
语要赶快耕地；

桃花开了，又好像在
·
暗

·
示要赶快种谷子。布谷鸟开

始
·
唱

·
歌，劳动人民懂得它在唱什么：“阿公阿婆，割

麦插禾。”

远援花香鸟语，草长莺飞，都是大自然的语言。根

据下列对联所描写的景物特征，按四季先后排列下

列句子。

淤翡翠屏开槐影茂，鸳鸯池涨藕花香。

于红点桃花千朵嫩，青描柳色万枝新。

盂梅试朔风舒骥足，雪呈瑞色映芳樽。

榆丹桂香飘赏心乐事，蟾宫月满美景良辰。

苑援在学完本课后，八年级（2）班举办了一次以

“走近物候”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请你参与并

完成下列任务。

（1）物候与生活 生活中有很多谚语是跟物候

有关的，请仿照下面的示例，再写出一句。

例句：春打六九头。

（2）物候与文学 下面是陆游的一首诗，说说

诗中体现了怎样的物候知识。

平生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

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

《大自然的语言》

特邀拟题 / 吴应海

淤语言是人类沟通的工具，也是相互之间交

流情感的桥梁。动物也有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

比如通过叫声或者肢体去表达意图。那么，植物有

“语言”吗？很多人觉得植物既不会动也不会说话，

无论周边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们都无动于衷，

怎么可能有自己的语言呢？

于20世纪70年代，一位澳大利亚科学家研究了

植物对气候环境的反应，发现在严重干早时期，植

物会发出一些奇特的声音。通过进一步的测量和收

集数据，他发现声音的源头在植物体内的输水管

上，植物在缺水的情况下会发生微小的震动。另一

位加拿大科学家发现，植物缺水时发出的响声大小

和缺水程度是有相关性的，缺水越严重，发出的响

声越大。但是，当时还无法对这种现象进行合理的

解释。倘若是因为植物缺水而有意发出这种声音的

话，这种具有意识性的表现实在令人惊叹。

盂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科学家发现植物

的语言非常奇特且魅力十足，它们所发出的声音
·
往

·
往会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了揭开植物发

声的奥秘，英国科学家罗德和日本科学家岩尾宪三

发明了一种“植物活性翻译机”，通过连接放大器和

合成器，就能够清晰地听到植物的声音。利用这台

翻译机，他们发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比如有些植

物若长时间处于黑暗之中，一旦受到强光的照射，

会发出较高音调的声音，如同人受到惊吓一般；有

些植物在遭遇强风或者缺水时，发出的声音是低音

调的，如同人承受到很大的痛苦一般；有些植物在

经历生长环境变化后声音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比如

突然有舒适的阳光照射在身上或者在缺水的状态

下突然被浇灌，声音会从刺耳变得很悦耳，这便是

它们表达愉悦的一种方式。

榆科学家对不同种类的植物声音进行研究后

发现，物种间的声音也会有所差别。为了探索植物

之间的声音差异，美国科学家通过仪器对植物的声

音进行测量。在植物叶片的不同位置放置两个微型

电板，电极的作用是接收植物发出的信号，再通过

一种特殊的仪器将这种信号转换成声音，并通过增

幅机进行放大处理，形成一个完整的测试系统。通过

对比测试，不同种类的植物会有其独特的声音。比

如，豆科植物中有的声音类似口哨，有的声音犹如

哭泣；而茄科植物西红柿却能发出响亮动听的声音。

虞植物的“语言”本质上来说是对外界环境变

化做出的反应，就像人类感情中的喜怒哀乐。通过

植物的这一特性，人们便可知晓植物在生长过程中

的变化和需求，从而进行针对性照顾，有效地提升

它们的生命力。

（选自《科普中国》，有删改）

1.文章第于段主要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

么作用？

2.文章第盂段中加点词语“往往”能否删掉？为

什么？

3.请结合文章内容，概括“植物语言”的特点。

4.“植物活性翻译机”的发明，让我们发现了生

活中许多有趣的现象。也还有许多的发明创造给我

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请你联系现实举例说

明，注意说明语言的科学、严密和准确。

（2019年四川凉山州中考语文试题）

连
线
中
考

文\

夏
爱
兰

【透视原文】

《大自然的语言》一文为我们具体生动地介绍

了有关物候的知识，其中包括物候的概念，对农业

的重要性，影响物候的决定因素等。这些知识，对我

们来说都是比较陌生的。那么如何让物候说话，让

阅读者获得这些知识呢？举例子无疑是最好的方法

了。它可以使说明的内容更通俗易懂。

请看原文段落：

物候现象的来临决定于哪些因素呢？

首先是纬度。越往北桃花开得越迟，候鸟也来

得越晚。值得指出的是物候现象南北差异的日数因

季节的差别而不同。我国大陆性气候显著，冬冷夏

热。冬季南北温度悬殊，夏季却相差不大。在春天，

早春跟晚春也不相同。如在早春三四月间，南京桃

花要比北京早开 20 天，但是到晚春五月初，南京刺

槐开花只比北京早 10 天。所以在华北常感觉到春

季短促，冬天结束，夏天就到了。

为了说明纬度对物候的影响，作者首先以人们

熟悉的桃花开放和候鸟来临南北方时间不同为例

说明，并且又进一步以桃花和刺槐在同一纬度也因

季节不同开花时间存在差异为例。有了这些具体的

例子，我们对纬度影响物候的特点就易于理解了。

【为你支招】

那么如何运用举例子的说明方法呢？

一、例子要典型。

举例子需要以个别事例反映一般特点，因此所

选取的例子要有代表性。课文讲纬度对物候的影响

时，首先以桃花的开放和候鸟的来临为例，因为桃

花的开放时间和候鸟来临的时日很能体现纬度差

异对物候的影响。这些例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说

服力强。

二、例子要通俗。

要说明的事物或事理的特征对于读者来说常

常是很生疏的，或者是不易理解的，因此举例说明

的时候一定要选取那些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内容，

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很容易理解说明对象的特征。课

文讲纬度对物候影响的例子，选取的是桃花和候

鸟，这些事物就是读者所熟悉的。

三、例子要适量。

在说明某个特征需要举例子时，可以举一个，

也可以举两个甚至几个。一个例子能讲明白就只需

要举一个，如果比较费解，可以再多举几例。本文在

多数情况下只举一个例子，而在说明经度差异对物

候的影响时举了两个例子，这是因为一般情况下人

们会以为近海地区的气温比内地暖和，事实上近海

地区的春天反而比内陆寒冷。这是读者比较陌生的

现象，只举一个例子，读者会以为有偶然性，举两个

例子，读者就确信无疑了。

四、例子要简明。

举例子说明事物或事理特征时，举例的文字运

用的一般是叙述的表达方式，对说明文中的这些叙

述性文字，一定要注意和记叙文中叙述性文字的不

同。记叙文中的叙述要生动具体，而说明文中的叙

述要简明准确，叙述的目的是为说明服务的，重在

突出事物的特征，切忌啰唆、不着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