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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微

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

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

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本来就

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

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

就在这样的风雨中，我想起了天

涯的故人，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

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昨天我又

苦苦地想起秋白，今天我想起了刚

逝世不久的萧红。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1938
年春初。初次见她，她的苍白的脸，

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

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

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

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

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

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吧。

我们相处了一个春天，彼此都很

亲切，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

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

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在思想上、

感情上、性格上不是没有差异。然而

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

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我们痛

饮过，我们也曾在风雨之夕互相倾诉。

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少啊！

我们似乎从没有谈到过自己，尤其是

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

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

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

神。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

的，因为，像这样无妨嫌、无拘束、不

需警惕着谈话的人的时候太少了啊！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

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

封信上告诉我，萧红因病由皇后医院

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

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

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

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曾把眼睛

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

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

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

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

如此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

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

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

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

生在现在的世界上，死对于自己

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

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

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

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

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

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
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

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噩耗一定将

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

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

重荷，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

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

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

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

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蒙蒙的月亮浮在西边

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暗天。我为

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

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选自《丁玲散文集》，有删节）

【技法赏析】

在文中，作者为我们刻画了萧红

的形象。作者从外貌、动作、笑声、交

谈等方面来写初次见面时的萧红，写

出了萧红自然而真率、少于世故、纯

洁爱幻想的特点；写与作者相处的过

程，突出了萧红真实、亲切、包容、容

易相处的特点；分手以后，作者将其

与一般女性对比，突出了萧红能耐

苦、独立、有才智、有气节的特点。全

文回忆与萧红的交往过程，表达了对

萧红的赞美、惋惜与怀念之情；同时，

面对萧红死后遭遇不公，表达了对被

御用文人歪曲的不满与愤慨；文章还

展望未来，表达了为朋友、为真理坚

持到底的决心，对美好未来的坚定

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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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级语文
《阅读与写作》栏目

阅读写作双效提升

以读促写稳步提高

第一版 美文

名家名作：精选中外名家名

作，特别是中考热点作家的文

章进行赏析或设题。

主题阅读：围绕学生最关

心的、最有兴趣的主题，和中考

现代文最常见的文本主题，精

选同主题文章，品味其语言美、

句式美，并揣摩其写作特色，让

学生积累优美语言，提高阅读

水平，借鉴写作方法。

时文选粹：选文均为精品时

文、美文，突出语言的文学性、

感召力，对文章进行赏析和设题。

第二版 视野

特别策划：针对最新最热的

话题，联系相关的文化知识，更

新拓展学生的知识库。

亲情树：就常见的“亲情”话

题选取最新时文或名家美文，进

行技法赏析为写作提供借鉴；或

设题，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

书人书事：读书方法或读书

经历，以及读书人的读书情怀。

趣味古文：短小精悍，启迪

人生的文言选段展示与欣赏。

探索发现：涉及最新科技发

展动向的文章，或学生感兴趣的

科普类文章，并设中考类题。

轻松学国学：整理了《弟子

规》等国学经典里的动人小故

事，和同学们共同学习国学知识。

文化看台：对中国传统文化

精神的介绍，或者文化知识、文

化随笔、文化典故、文化散文等。

环球博览：海外博览，感受

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自然之音：表达对自然的敬

畏与赞美。

智慧悟语：经典性和思想性

并重的文字展示与欣赏。

第三版 写作（素材）

佳作引路：对名家写作技

巧、语言风格以及题材的仿写。

跟名家学技法：从名家佳段

中提炼可供借鉴的写作技巧，

并运用这些技巧进行仿写，或

进行片段升格。

第四版 影印

作文诊所：作文升格系列

指导。要求：病文的问题应典

型，修改建议有价值，改后的文

章要精彩，对学生能起到学习

借鉴的作用。【注：与“佳作引

路”相辅相成。如“佳作引路”栏

目讲到“详略得当”，则“作文诊

所”的升格点也为“详略得当”。】

文题导引：针对一版“主题

阅读”，设置作文题目，并写出

写作指导。（体例：题目+写作指
导+佳作示例。）

写作新星：为爱好写作的

同学（文学社团）提供发表文章

和展示风采的平台，并由名师

对其文章进行评点。以影印形

式展示。

她有一头爆炸式的卷发，青春的刘海下是一双

会说话的眼睛，她娇弱得像一根细竹竿，给人一种与

众不同之感。最让我佩服的是她那能说会道的樱桃

小嘴，每天在你的耳边说个不停，让你没有反击的机

会。她有时“卖萌”的样子，闪闪惹人爱。她就是我的

好友———陈宇舟。

你别看她弱不禁风，却如一株向日葵一样蓬勃

向上，有着自己的“硬核”人生，让你感受到她的强大

气场。

她在语文学习方面，无人能敌。每天的日记或者

是抄写作业都能稳拿“甲”。她写的日记行文流畅，情

真意切，真不愧是第一小组的“领头羊”；并且字迹工

整，一丝不苟，让人心生敬意。每次语文课上，最活跃

的就数她了。记得有一次，黄老师提出一个问题：“凄

冷的秋雨为什么能纯净人们的灵魂呢？”我左思右

想，翻《学霸笔记》、查《重难点手册》，还是一筹莫展。

“这个问题实在太难了！”同桌小声地嘀咕着。当时，

大家都把头埋得低低的，心里不停地默默祈祷：“可

不要点我，可不要点我……”这时只见陈宇舟用笔在

纸上唰唰地写着什么，然后胸有成竹地举起手来。黄

老师十分高兴地示意她来回答，她站起来坚定自信

地答道：“动情的秋雨让人安静，使人沉思！”语音刚

落，黄老师给她点赞，教室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她的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

学数学时，她善于钻研，勤奋刻苦，学得十分轻

松。因而，只要有难题，我们就会主动找“陈姐”。“陈

姐，能帮我讲讲这道题的解题思路吗？”瞧！“学习大

神”开直播啦———只见她眯着眼睛想了想说：“哦？这

道题我似曾见过，让我看看。”她边说边拿出自己的

一个笔记本，只见上面写着一道道数学题，后来我才

知道那是她的一个纠错本，平时做的错题都写在上面。

不一会儿，在她的帮助下，清晰的解题过程就呈现在

我们眼前。她不愧为“大姐大”，勤奋又聪明，实在是

令人佩服！

她总是与时间赛跑，奋发向上。果不其然，在一

次周考中，她以数学118的高分独占鳌头。虽然考了
高分，她却从不沾沾自喜，而是更加虚心好学。在一

次偶然的交谈中，我得知她每天五点起床背单词，六

点多时写一张试卷，想想我自己每天睡到六点多钟

还不愿起床，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自愧不如。从

她的身上，我越来越确信：越努力越幸运！

弱小身体中充满着磅礴的能量，正是这种正能量，

让她越来越明亮，让人须仰视才行。她与众不同的美，

让我不禁为她高声喝彩！

【亮点寻踪】

本文开篇以形传神，写活其闪闪惹人爱的神韵；

接着从三个方面凸显其强大的气场：语文成绩，无人

能敌；数学成绩，出类拔萃；学习品质，堪称一流；最

后以“越努力越幸运”来总括其形象，抒发自我的赞

美与敬佩之情。文章最突出的特点是于细微之处见

精神，抓住人物的动作、神态、语言等方面，生动塑造

了一个活泼机灵、认真细致、勤奋刻苦的“学霸”形

象，让人过目难忘。另外，本文语言生动，风趣有味，

如“卖萌”“领头羊”“陈姐”“大姐大”“正能量”“越来

越明亮”等词句，让人物与众不同的“美”鲜明凸显，

如一面旗帜，高高飘扬在读者的心中！

员 圆 我的朋友里有很多“牛人”，现在我就来
晒晒我的那些“牛人”朋友们。 员 圆 员 员 圆 圆
员 员 圆 员 员 圆 圆 圆 “飞毛腿” 员 员 圆 员 员 圆 圆
员 圆 他是个小个子，却钟爱体育。他平时戴个
眼镜，看起来文文静静的，很难看出他竟是个

运动健将。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一到体育课上，

就变得生龙活虎。在男生们都败给一千米长跑

时，他却以 4 分钟的用时夺得第一。在同学们
都惊叹不已时，他十分自恋地说了句：“我最

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破纪录！”确实如此，当体

育委员以 2 . 2 m 的成绩创下跳远纪录时，他
就在下一刻以 2 . 4 m 的成绩打破了纪录。他
就是我们班的“飞毛腿”——吴方哲。 员 圆 员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圆 圆 “智多星” 员 圆 圆 圆 员 圆 员
员 圆 我们班是个学霸十分稀有的班级，但那些
作为“稀有动物”的学霸总能令人折服。她有

一双漂亮的柳叶细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她

的字十分漂亮，是标准的正楷，起收有序，骨

力劲健，功力深厚。“难死人不偿命”的周考

又来了，学渣们都深感绝望，而她奋笔疾书，

在大家还在扳手指、咬笔头时，已经做完了。

试卷发下来，教室里哀怨满满，也包括她。同

学们都很好奇，难道这位学霸也失手了不成？

大家都凑过去看热闹，当看到试卷上十分醒目

的“ 1 2 0 ”时，我们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对我们来说， 1 2 0 是个十分遥远的数字，但
这位考到了 1 2 0 还在叹气：“这种妙方法我
怎么就没想到呢？”如此较真、追求完美的她

是我们心中最可爱的学霸——陈茜。 员 员 员 员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员 “管家婆” 员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我们的班长大人是一位十分啰唆的“管家
婆”。她乌黑的秀发被高高束起，她的眼睫毛

活像一把刷子，又长又密，在阳光下显得特别

可爱，清澈的眼眸中闪现出智慧的光芒，仿佛

能在一瞬间照亮漆黑的夜空。别看她模样清纯

可人，管起人来可谓“火辣无情”。有女生上

课聊天时，她命令道：“安静！”有男生欺负

女生时，她强硬地说：“道歉！”简明扼要的

两个字最具“核威慑”，尤其是说的时候还会

配上那瞪得人浑身不舒服的眼神，仿佛在向阿

基米德叫板：我能用一个白眼撬起整个地球！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喜欢她，我们的“管家

婆”——钟安昕。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我的朋友里的“牛人”还不止这些，他们
“奇葩”的故事，“逗比”的笑料也远不止这

些。正因为有他们，我的生活才更精彩！ 员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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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门见山，

总领全文，引起

下文。

此段运用

对比之法，抓住

自恋之语，生动

刻画出人物酷

爱体育、虎虎生

威之鲜明形象。

此段抓住

人物言行举止

细腻描绘，运用

侧面烘托与对

比映衬之法，使

得人物多才多

艺、聪慧较真、

追求完美的个

性活灵活现。

此段先抓

住人物与众不

同的外貌特质，

凸显其清纯可

爱。再细绘其言

行，以夸张之

法，传神展现其

铁面无私、一身

正气，让人过目

难忘。

总收全文，

点明主旨，升华

中心。

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

见了我的弟弟。

“莹姐，你走到哪里去？”

“随便走走吧！”

“我们去喝一杯咖啡，好不好，

莹姐。”

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

白的霜层。我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

搭在衣架上。

我们开始搅得杯子铃啷地响了。

“天冷了吧！并且也太孤寂了，你还

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摇了头，说：“你们学校的篮球

队近来怎么样？还活跃吗？你还很热

心吗？”

“我掷筐掷得更进步，可惜你总

也没到我们球场上来了。你这样不

畅快是不行的。”

我仍搅着杯子，也许飘流久了的

心情，就和离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

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的。我开始弄

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说什么我已不

去听清他，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

幻想的井里。

我不记得咖啡怎样被我喝干了

杯了。茶匙在搅着空的杯子时，弟弟

说：“再来一杯吧！”

女侍者带着欢笑一般飞起的头

发来到我们桌边，她又用很响亮的脚

步摇摇地走了去。

也许因为清早或天寒，再没有人

走进这咖啡店。在弟弟默默看着我

的时候，在我的思想宁静得玻璃一般

平的时候，壁间暖气管小小嘶鸣的声

音都听得到了。

“天冷了，还是回家好，心情这样

不畅快，长久了是无益的。”

“怎么！”

“太坏的心情与你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说我的心情不好呢？”

我们又都搅着杯子。有外国人走

进来，那响着嗓子的、嘴不住在说的

女人，就坐在我们的旁边。她离得我

越近，我越嗅到她满衣的香气，那使

我感到她离得我更辽远，也感到全人

类离得我更辽远。也许她那安闲而

幸福的态度与我一点联系也没有。

我们搅着杯子，杯子不能像起初

搅得发响了。街车好像渐渐多了起来，

闪在窗子上的人影，迅速而且繁多了。

隔着窗子，可以听到喑哑的笑声和喑

哑的踏在行人道上的鞋子的声音。

“莹姐，”弟弟的眼睛深黑色的，

“天冷了，再不能飘流下去，回家去

吧！你的头发这样长了，怎么不到理

发店去一次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被

他这话所激动了。

也许要熄灭的灯火在我心中复

燃起来，热力和光明鼓荡着我：“那样

的家我是不想回去的。”

“那么飘流着，就这样飘流着？”

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他的杯子

留在左手里边，另一只手在桌面上，

手心向上翻张了开来，要在空间摸索

着什么似的。最后，他是捉住自己的

领巾。我看着他在抖动的嘴唇：“莹

姐，我真担心你这个女浪人！”他牙齿

好像更白了些，更大些，而且有力了，

而且充满热情了。为热情而波动，他

的嘴唇退去了颜色。并且他的全人

有些近乎狂人，然而安静，完全被热

情侵占着。

出了咖啡店，我们在结着薄碎的

冰雪上面踏着脚。

初冬，早晨的红日扑着我们的头

发，这样的红光使我感到欣快和寂寞。

弟弟不住地在手下摇着帽子，肩头耸

起了又落下了；心脏也是高了又低了。

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离开

了市街。

太阳在我的脸面上闪闪耀耀。仍

和未遇见弟弟以前一样，我穿过街

头，无目的地走。寒风，刺着喉头，时

时要发作小小的咳嗽。

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

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

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选自《萧红经典作品选》，有删节）

【小扣柴扉】

这是一个借事抒怀、寄情于事的

动人篇章。文章抓住初冬时节天寒地

冻的气候特征，以弟弟劝说姐姐回家

为线索，采用对话的形式，通过人物

个性化的语言和动作，塑造了一个善

良、真诚的弟弟形象。姐弟关系的融

洽让我们在冬日里看到最温暖的图

景，令人感动。

名家名作

文 /萧 红

初 冬

音殷作家其文殷音

风雨中忆萧红
文 /丁 玲

音殷作家其人殷音

萧红，中国近代女作家，“民国四

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
的文学洛神”。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

庭。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
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代
表作有《生死场》《呼兰河传》。

【亮点寻踪】
文章选材典型，叙事生动，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让人读之妙趣横生。文章采用总

分总的结构方式，用三个新颖有趣的小标题巧妙组接，并且在行文中巧用侧面烘托、夸

张与对比的手法，使得文章构思精巧，引人入胜。全文处处紧扣“牛”字来选材叙事，抓

住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神态、心理等方面细腻描绘，传神展现了三位人物的鲜明个

性———酷爱体育、追求完美、铁面无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文章最大的亮点就是抓

住特质，剪裁精当，描摹生动，使得人物与众不同之处鲜明凸显。另外，文章用词精准，

诙谐风趣，简洁明快，更加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与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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笙名家佳段笙
1.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业难，守业

难，知难不难。

（选自吴敬梓《儒林外史》）

2.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选自杜甫《登高》）

3.当日《史记》曾言这三座山都是神仙聚集
之处。后来《拾遗记》同《博物志》极言其中珍宝

之盛，景致之佳。最可爱的，四时有不谢之花，

八节有长青之草。他如仙果、瑞木、嘉谷、祥禾

之类，更难枚举。 （选自李汝珍《镜花缘》）

4.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垂珠，
明皎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

阔顶平，皮肉天仓饱满。坐定时浑如虎相，走动

时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

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

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

（选自施耐庵《水浒传》）

5.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你看那：天王
刀砍，妖怪枪迎。刀砍霜光喷烈火，枪迎锐气迸

愁云。一个是金 山生成的恶怪，一个是灵霄

殿差下的天神。那一个因欺禅性施威武，这一

个为救师灾展大伦。天王使法飞沙石，魔怪争

强播土尘。播土能教天地暗，飞沙善着海江浑。

两家努力争功绩，皆为唐僧拜世尊。

（选自吴承恩《西游记》）

6.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
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

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

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

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

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

救济的文化药方。

（选自臧克家《说和做———记闻一多先生

言行片段》）

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对称的一对短语或句子来表达相关或相反意思的修辞方

法。对偶独具艺术特色，它语言凝练，句式整齐，看起来整齐醒目；它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听起来

铿锵悦耳；它音韵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传诵，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下面让我们一起跟

随大师们的足迹，去感受对偶的魅力。

特邀撰稿 /徐德华

跟名家学技法文化看台

汉字是最古老而最具有生命力的文字,
它蕴含着我们老祖宗的深刻智慧，以及丰厚

的人生哲理。且看这12个汉字，简直道尽了
人生真谛！

路 就在各自的足下

“路”字的左边是一个“足”，右边是一个

“各”———人生之路，就在我们“各”自的“足”

下。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说得就是这

个道理。

所以，每个人都能走出一条人生之路

来，但要自己走，不能指望别人。

途 给别人留有余地，自己才有路走

“途”字由“走”和“余”构成，我们可以这

样理解和解释：给别人留有“余”地，自己才

有路“走”。

有些人爱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因此把

人际关系弄得很糟，做起事来就只能处处受

挫和碰壁。

停 暂时的停下，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中国古代的驿道，每隔一段距离，便有

一个亭子。

古人在驿道旁建造亭子，是为了让人们

暂时停下疲累的脚步，在“停”中补充体力、

蓄积精神，好让后面的路走得更轻松、更

快捷。

“停”，是为了更好地走，这就是“停”字

中的人生智慧。

劣 差人一等，是因为比别人少出了力

人生的优劣，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后

天形成的。汉字“劣”的构造就很有意思：什

么是“劣”呢？“劣”就是比别人“少”出了

“力”。

你比别人差，不是本质就差、生来就差，

而是后天懈怠、懒惰，不肯比别人付出更多

努力的结果。

上帝是公平的，你的付出和努力，决定

着你人生的优劣。

舒 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

“舒”字，左边是“舍得”的“舍”，右边是

“给予”的“予”，就是舍得给予的意思。

舍得给予别人，自己就能收获快乐，这

样才能舒心。

道 首要的，是迈开脚去走

“道”字，由一个“走”字底和一个首要的

“首”字组成。这告诉我们，要走出一条人生

之“道”来，首要的，是迈开脚去走。

理想很重要，信念很重要，毅力很重要，

坚持很重要，机会很重要……但如果你不迈

开脚去走，不去行动，这一切都将等于零。

患 心多，不是好事

“患”字，上面是一个“串”，下面是一个

“心”，连起来就是一“串”的“心”，也就是心

多的意思。

一个不能一心对待做事的人，这也想做，

那也想做，三心二意，怎么可能做成事呢？

一个不能一心对待别人的人，对别人总

是多疑、猜忌，不做坦荡荡的君子，而做长戚

戚的小人，怎么会是一个健康的人呢？

夸 自大的人，最终要吃大亏

“夸”字，上面是个“大”，下面是个“亏”，

可以这样理解和解释：一个自大的人，最终

是要吃大亏的。

一个自大的人，必定是在用他的自大来

掩盖他的无知和无能。

一个不知道用行动去改变自己的无知

和无能，而是用自大去掩盖的人，那只能永

远无知无能下去，最终必定会在不断地膨胀

和越来越莽撞中，吃大亏。

海 大海，来自每一滴水

看看“海”字的写法：“海”，来自“每”一

滴“水”。是一滴又一滴的水，汇聚成了一片

汪洋大海。

成就人生的大海，也要从“一滴水”又

“一滴水”般的小事开始，做好了那些小事，

才能成就人生的伟大。

反过来说，大海之所以博大，是因为可

以包容含蕴“每”一滴“水”。如果是一个小水

洼，能容的水就有限。这就是“有容乃大”，告

诉我们谦虚包容才能大成的道理。

怕 恐惧，是因为内心空虚

“怕”字，由“心”和“白”构成。什么人才

会“怕”和恐惧？就是那些内“心”一片空“白”

的人，即内心空虚之人。

那么怎样才不会害怕、不会恐惧？当他

懂得不断地用学习、工作、事业、理想、信念

和爱来填充自己的内心，去驱走内心的空

虚，让自己充实起来时，自然也就不会怕、不

会恐惧了。

忙 一忙，就把心给丢了

“心”“亡”为“忙”，指人一忙，“心”就丢

了。一个行色匆匆的人，往往是一个无“心”

之人。

忙中出错、忙中出乱，就是因为忙着忙

着就把“心”给丢了。一个不带着“心”、无

“心”做事的人，如何不会犯错出乱？

焦虑、浮躁、不安、匆忙，最容易丢失一

个人的“心”。

赢 要成赢家，得有五种素质

“赢”字由“亡”“口”“月”“贝”“凡”五部分

组成，这就是人生赢家必备的五种素质和能

力———“亡”，危机意识；“口”，沟通能力；“月”，

时间观念；“贝”，取财有道（贝壳是最古老的

货币之一）；凡，平常心态。

具备了这五种素质和能力，再加之努力

奋斗，定会走向成功，成为人生赢家。

吴王以扬州牧吕范为大司马，印绶未下

而卒。初，孙策使范典财计，时吴王年少，私从

有求，范必关白淤，不敢专许，当时以此见望于。
吴王守盂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榆，功曹
周谷辄为傅著簿书虞，使无谴问，王临时悦之。
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

簿书，不用也。

【注释】

淤关白：禀告，报告。
于见望：见，被；见望，被怨恨。
盂守：担任。
榆料覆：审核。
虞傅著簿书：变着法儿下账。
【阅读点拨】

孙权是三国时期位居江东的政权东吴的

建立者和开国皇帝，他一生雄才大略，在父亲

和大哥开拓的伟业的基础上，广纳贤才，励精

图治，终于使东吴成为和曹丕所领导的曹魏

以及刘备所统领的蜀汉并存的国家。而他如

何任用人才，则可以通过这个典故看出来。

三国时期，吴王任用扬州牧吕范为大司

马，印信和绶带还没有下达，吕范就去世了。

最初，孙策让吕范掌管财经，当时吴王孙权年

少，私下向吕范借钱索物，吕范定要禀告，不

敢专断许可，为此，当时即被孙权怨恨。后来，

孙权代理阳羡长，有私下开支，孙策有时进行

核计审查，功曹周谷就为孙权制造假账，使他

不受责问，孙权那时十分满意他。但等到孙权

统管国事后，认为吕范忠诚，深为信任；而周

谷善于欺骗，伪造簿册文书，不予录用。

孙权为什么重用吕范？因为他深深懂得，

作为君主，应当擦亮眼睛，近贤臣远小人；要

把品德作为用人的首要标准；应当不计前嫌，

宽容旧恨。

【请你思考】

请分别用一个四字词语概括吕范、孙权

这两个人物形象。

（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文言小栈

孙权重用吕范
一版

《一个孩子在春天里》

1.躺着、行走着、发呆、
欢乐、难过、思念、迷茫

2.总写春风让“我”思
绪万千，“我”对过去那个春

天里“一个孩子”的喜欢之

情顿生，从而引起下文。

猿.A（文章开头部分总
起全文，主体部分并列分别

写各种心情的那个孩子，结

尾总结、深化主题，属于总

分总结构。）

二版

《闻一多的真性情》

示例 文中写道：“那时

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

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

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

他先后写出《唐诗杂论》《楚

辞校补》《古典新义》等学术

著作。正是因为他的做了再

说，做了不说，才会让学生

误以为他“不学无术”。

田间的谷穗，愈是成熟，愈是低垂。

树上的果实，愈是甘甜，愈是羞红。

江河的流水，愈是平静，愈是深邃。

枝头的鸟儿，愈想高飞，愈要蹲下身躯。

地里的树根，愈是重要，愈不显山露水。

滋润的春雨，愈是珍贵，愈是润物无声。

一切谦卑，都可以从自然中找到答案。人

是自然的一部分，又有什么理由不谦卑自省呢？

（选自《羊城晚报》2019年6月27日）

思想之光

文 /黄小平

———跟名家学“对偶”

【借鉴点】

对偶句的特点是句式整齐、语言凝练，在写

作时，如果能恰当地运用对偶的修辞手法，会增

添文章的魅力。那么，如何运用好对偶呢？

1援掌握对偶句特点。要写好对偶句，必须掌
握对偶句的特点，掌握其写法。对偶要求上下

两个句子，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语意相关，如

果更严格一点就要讲求平仄。

对联是最典型的对偶句。如吴敬梓《儒林

外史》中一联：“读书好，耕田好，学好便好；创

业难，守业难，知难不难。”“读书”对“创业”，

“耕田”对“守业”，“好”对“难”，词词相对，上仄

下平，对仗工整，写尽人生真理。

除了对联，对偶句还主要出现在古诗文

中，在律诗、骈文、章回体小说中运用的频率较

高。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这个对偶句，上下句字数均是七字，结构

都是主谓宾，词性均是形容词、名词、形容词、

动词，两句结合在一起，描写出落萧萧之声，长

江汹涌之状，也无形中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

难酬的感怆。

对偶句除了格式上有要求，内容上也有要

求。依据内容，对偶句大概可以分成三种：一是

正对，上下两句的意思相互补充，共同表达一

个完整的意思。如李汝珍《镜花缘》中“四时有

不谢之花，八节有长青之草”，上下句结合写出

四季如春之美。二是反对，上下两句的意思相

反或相对，如“读书好”对“创业难”。三是流水

对，上下相承，两句不能互相脱离，更不能颠

倒，在语言结构上有一定的前后秩序。如杜甫

《登高》中“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作者因“苦恨”“霜鬓”而停酒伤怀，两句之间是

因果关系，不能颠倒。

2援合理使用对偶句。对偶句应用的范围比

较广，记叙可用，描写可用，议论、抒情亦可用。

在文章中使用对偶，既能使语言凝练，又能使

文章文采飞扬，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美感。当

然，用于写诗歌时，格式、内容和格律上都有严

格的要求；写文言时，格律则可降低要求或不

做要求；至于现代文中，格律可不必讲究，只要

字数、结构、内容大体一致即可。

在描写时用对偶，主要用在写人和写景两

方面。写人用对偶，可以用最简练的语言瞬间

抓出人物形象。如施耐庵《水浒传》中，写宋江

“眼如丹凤，眉似卧蚕。滴溜溜两耳垂珠，明皎

皎双睛点漆。唇方口正，髭须地阁轻盈；额阔顶

平，皮肉天仓饱满”，寥寥数语，一个正气凛然

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在写景时用对偶，句式

的美与景物的美能达到完美统一，和谐自然。

如杜甫《登高》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

白鸟飞回”，风、天，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

设，自然成对，构造出一幅以冷色调着墨的绝

妙的水墨画。

在记叙时用对偶，能够概括性地交代事件

的起因、经过、结果。如吴承恩《西游记》中，托

塔李天王和青牛精的战斗，“一个是金 山生

成的恶怪，一个是灵霄殿差下的天神”，交代人

物；“天王使法飞沙石，魔怪争强播土尘。播土

能教天地暗，飞沙善着海江浑”，写出你来我往、

势均力敌的战斗过程；“两家努力争功绩，皆为

唐僧拜世尊”，写出事件的缘由。简单的语言，

激烈的打斗，迅速推进了情节的发展。

议论、抒情时用对偶，可以使得观点更加

鲜明，情感抒发更加自然。如臧克家《说和

做———记闻一多先生言行片段》中这样评价闻

一多的研究工作：“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

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突出表

现了闻一多先生治学严谨、刻苦钻研的精神，

表达了作者的敬佩之情。

笙片段升格笙

茵原文展示
风乍起，太阳的余晖渐渐消失，桃枝摇

曳。霎时，朵朵凌乱，瓣瓣飘零。一抹嫣红落流

水，一点水花胭脂红。潺潺溪水向东流，消失

桃林尽头，漫天桃花风卷流水收。我脚步踟

蹰，却又匆匆。不忍看，不愿听，只因春天去

了，我的青春也一去不复返了。

（李佳怡《别落花》）

1.唯经冬三九，方显树豪情。黄叶萧萧
落，松涛谡谡鸣。

千里风凛冽，万载柏长青。冰雪淬筋骨，

怡然性自明。 （李春蕾《咏松柏》）

2.我打江南走过/檐铃叮当/街旁向晚/看
雨打芭蕉/枇杷黄了的等待

我从北方经过/红墙绿瓦/斗拱飞檐/听水
滴更漏/夏虫啾啾的期待 （孟琪《夏之韵》）

3.三月，风渐暖，地气升，花始发也。色粉
而白，素而幽香。簇簇也，若天之云。向上也，

凌霄而开。遍数诸花，无有此花之高而多者。

路虽遥而嗅其香，墙虽高而见其色。月上东

墙，娟娟上枝头，风来，花之香幽幽然，花之声

簌簌然。万籁俱寂，唯余此香此声。

（吴彤《梧桐说》）

笙快乐仿写笙

茵升格建议
此片段借写落花抒发对青春逝去的怅惘

之情，但是在对偶修辞的运用上有不足之处。

1.对偶格式不工整。“一抹嫣红落流水，一
点水花胭脂红。”其中“落流水”和“胭脂红”，

一个是动宾结构，一个是偏正结构，二者结构

不一致。

2.语言风格不统一。本文段语言大部分是
凝练的，典雅的，是一种诗意的语言。而“太阳

的余晖渐渐消失”太过散文化，与全文的风格

不一致。

茵升格展示
风乍起，余晖浮动，桃枝摇曳。霎时，朵朵

凌乱，瓣瓣飘零。一抹嫣红落流水，一点水花

染胭脂。溪水潺潺不停留，桃林茫茫无尽头，

漫天桃花风卷流水收。我脚步踟蹰，却又匆

匆。不忍看，不愿听，只因桃花谢了，春天去

了，我的青春也一去不复返了。

（李佳怡《别落花》）

茵升格借鉴
修改后的文段，把“太阳的余晖渐渐消

失”改为“余晖浮动”，与“桃枝摇曳”形成对

偶，语言凝练而优美；把“一点水花胭脂红”改

为“一点水花染胭脂”，与上文的结构一致，形

成对偶；最后把“春天去了”之前加上一句“桃

花谢了”，情感抒发更加自然，形成一种层层

递进的关系。

春天来了，草长莺飞，正是踏青、远足的

大好时节。请运用对偶的修辞手法，记叙你的

一次远足或者踏青经历。

（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笙小试身手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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