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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擦尖

【文题展示】

美食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爱

的味道，享受美食，其实就是享受爱

的过程。

请以“藏在美食里的爱”为话

题，写一篇不少于500字的文章。
【思路指导】

写作本文时，可以从以下几点

入手：

抓关键词。标题中的“美食”

“爱”是关键词。“爱”这个话题很大，

但在此题中加了限制词“美食”，就

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方向———在美食

中体现爱。

选材精当。选取题材时要化大

为小，可以写和家人一起制作某样

美食的具体过程，也可以写与家人

一起品尝某样美食时的感受，以及

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趣事，等等。当

然，要选择自己最熟悉、最亲切的素

材来写。

合理抒情。有“爱”的文章离不

开抒情，这就要求写作时要合理抒

情，情感抒发到位、不浮夸。或直接

抒情，点明题旨；或间接抒情，渲染

中心。要将美食中蕴含的“爱”合理、

畅达地抒发出来，这样才切题，文章

才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环境描写，温

馨的氛围定下了文

章的感情基调。对

母亲动作的描写，

写出了食物制作的

不易。）

（面对“我”的

抱怨，母亲只是稍加

解释就“微笑不语，

开始吃饭”，通过这

样的语言和神态描

写写出母爱的包容。）

（详细介绍制

作过程的艰难，衬

托母亲制作擦尖的

不容易。）

（运用议论、抒

情的手法点明主旨，

指出美食中蕴含的

母爱。）

【亮点寻踪】

文章采用倒叙手法，由眼前景写起，回忆了母亲为“我”做擦尖，以及“我”体验做

擦尖后方知母亲做擦尖的艰辛和一碗擦尖中蕴含的浓浓母爱。文章线索清晰，标题“一碗擦

尖”就是本文的行文线索，文章紧紧围绕“一碗擦尖”写出了母亲对“我”的爱以及“我”对母爱

的理解与感悟。结尾点题，意蕴深厚，感人肺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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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1 2 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洒在面板上，还有一

些打在青花瓷面盆上。我坐在藤椅上，静静地

看着母亲做面食。母亲的肩膀起伏着，她用力

按压着面团，小小的身体中好似隐藏着巨大的

力量。不知何时，顽皮的干面粉爬上了她的发

梢。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擦尖最初是被母亲当作生日礼物端上餐桌
的，此后，它便成了我的最爱。娇小的身材填

满大碗，配上浓香的卤，每次我都要大快朵颐

一番。可是，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在好端端

的一碗面中总要蹦出一些面片大小的土豆片？

最终，我忍无可忍，向妈妈抱怨了半天，丝毫

没有考虑她的感受。母亲用右手腕擦拭了一下

额头上的细汗，坐在桌前喃喃地说：“哎呀，

你是不知道这碗面有多难做，赶紧吃吧，要不

就凉了。”说着便往我碗里夹了一块肉。“知

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句话用来形容我，

最合适不过了。我不甘心，又问道 : “不是有
擦面的工具吗？用完再洗洗不就好了嘛 ! ”母
亲微笑不语，开始吃饭。 1 2 1 2 1 2 1 2 1
1 2 又一个周末，妈妈出差在外，我心血来潮
想要自己做一碗擦尖。在奶奶的指导下，一切

都进行得很顺利，可当擦具架在锅口上，当水

蒸气把我的手蒸疼时，我才明白一碗擦尖的来

之不易。当我把手上的面团放在工具上用力擦

时，我才明白自己当时向妈妈抱怨有多么不懂

事。这太难擦了，按压半天，面也只是擦下去

一点点，要做出一碗擦尖得用多长时间啊！手

被蒸得好疼啊！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1 2 当一碗擦尖真正摆在我面前时，在这本该
欣喜的时刻，我心里却开始发酸，感动着，也

羞愧着。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一碗擦尖里，也许包含无法言说的爱，也
许包含未开口的叮咛，但物有尽、爱无穷。妈

妈的巧手为我挡去食物制作的苦，带来了品尝

食物的甜。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世间的

苦辣酸甜需要我亲自去品尝，但母亲美食里的

爱会一路陪伴我、温暖我，给我力量。 1 1 2
1 2 天若有情亦无情，花开花落无人知。问君
哪泉甘如饴？摇头默指碗中食。 1 2 1 2 1 2

【我写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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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一个问题：你记

忆中的美食有什么？你或

许会说是丝路印象的新

疆大盘鸡，或许会说是桂

林米粉店的酸辣笋尖粉，

也或许会说是绿茶餐厅

的面包诱惑……那么再

换个问法：你记忆中最有

爱的美食有什么？加了限

制词“有爱”，我想你的答

案或许类似这些：妈妈做

的鱼香肉丝、爸爸炖的排

骨、奶奶做的鸡蛋羹、姥

爷熬的鱼汤……唯美食

与爱不可辜负，你可有好

好珍惜那个为你用心准

备美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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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洛阳出差一周了。下午忙完，

我便决定回趟老家。夕阳余光游走

在城市楼房的轮廓中，呆板大街上

车来人往。我不喜欢城里的热闹，

那热闹会吓跑夕阳，老家这时候，

风是轻的，田野是静的，夕阳是害

羞的。

大巴车只到镇上，离老家还有

十里路。一下车就听到有人喊我，

是父亲。父亲一手接过我的行李，

一手拿着手机说话：“接到了，接到

了，我们就回来。”说罢把电话递给

我。电话里母亲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我说：“妈，我想吃你擀的捞面条。”

门前小土坡在夜色下显得有

些陌生而拘谨，似乎把我当成远方

的客人。得知我要回来，一进门就

看到母亲正朝着门口快步走来，她

打量着我一直笑，拉我进屋。

“快坐下，坐车很难受吧？”母

亲像个得到心爱玩具后的孩子般

兴奋。我便坐在沙发上。

“去洗洗手吧，一路上出汗多。”

我刚要起身，母亲又赶忙示意我别

动，“我给你端水来，你别起来。”不

等我回话，她已转身到院子里了。

母亲端来水，递给我毛巾，转

身又小跑着到厨房去了。我知道母

亲在给我做捞面条。

吃了无数次母亲做的捞面条，

但从没认真看过她擀面条的样子。

想到这里，我轻轻来到院子里，厨

房门开着，我站在离厨房几米远的

地方，正好可以看到母亲。

厨房里装的还是以前那种白

炽灯，夜色包围下加上腾空的水蒸

气，白炽灯散发的昏黄光线显得有

点力不从心。母亲就在灯下，正用

擀面杖擀面，擀面杖很粗大，她似

乎要用很大的力气。面团在前后滚

动的擀面杖下由崎岖粗糙变得慢

慢平整，终于像一张纸一样平铺在

案板上。就像从小到大我走过的

路，多少荆棘坑洼，都被母亲用双

手铺平。

我想母亲以前肯定也是这样

擀面条的，唯一变化的是她的双

手，曾经也是白嫩光滑，如今却粗

糙布满老茧。母亲突然抬头看到我，

急忙出来，问我是不是饿得受不

住了。

我慌忙之间连句完整的话也说

不出，只对她摇摇头，不再看她，一

个人回到屋里，坐下等着。

不一会儿，母亲就端着一大碗

捞面条走进来，我起身要去接，她大

叫：“你别动，碗很烫！”我便又坐下

来。她把碗放在我面前，递给我筷

子，催着我赶紧吃。

母亲总是这样，吃饭时候总要

催促我趁热吃。以前听到她催，我心

里总是一阵怨气，偏慢吞吞不紧不

慢，任由她唠叨。今日我却赶忙拿起

筷子，夹起面条就往嘴里送。

“别那么大口，小心烫着。”

我点点头。

“对对，放点醋，这样好吃，我

去拿。”

她转身去厨房拿来醋，给我碗

里倒。

“怎么样，淡不淡？再放点盐？”

我摇摇头。

“吃肉啊，那是我专门放面里

的，快吃！”

我夹起一块肉吃在嘴里，她这

才算满意，站在一边看我吃。我没有

劝母亲去吃饭，因为我知道，我没吃

完，她不肯去。

一碗面吃完，汗水顺着脸颊淌下。

这捞面条的味道，一半在嘴里，香而

纯；另一半在心里，有点酸楚。一小

滴液体流进嘴里，涩涩的，咸咸的，不

知道是汗，还是我眼角渗出的泪。

【技法借鉴】

这是一篇抒写母爱的文章。作

者将母亲对“我”的爱以及“我”对母

亲的爱都幻化在这一碗捞面条里。

文章细节突出，描写入微。如母

亲“递给我筷子，催着我赶紧吃”的

动作描写，“大叫：‘你别动，碗很烫！’”

的语言描写，表现出母亲对“我”无

微不至的照顾。

文章感情真挚，情味悠长。文章

以写母亲为主，写“我”为辅，全文在

“我”情感的变化中戛然而止，浑然

天成，是一篇亲情类文章的佳作。

大概在我七岁那年，父母因为

工作的缘故，将我托付给祖母，我因

此成了她名副其实的跟屁虫。记忆

里，祖母做的炒蛋最香，不但一派勾

人垂涎的色相，细嚼起来嫩且松软，

还常常夹带着一丝舌尖的清甜。祖

母最爱看我将她做的菜大快朵颐，

坐在一旁的她几乎极少动筷子，除

了笑而不语地注视着我扒了一口又

一口，就是总不忘轻轻替我擦拭脏

了的嘴角。

春天的时候，下过毛毛雨后，菜

地里一片绿油油的喜人气象，趁祖

母正忙着施肥浇灌而无暇顾及之

时，我呼朋引伴，与几个调皮捣蛋的

角儿一起挖蚯蚓。有时候，蚯蚓没挖

到，反倒因为太入迷和努力而不经

意溅了自己一身泥，还险些从墙角

一路挖到祖母的菜畦边，将刚刚窜

出头的小苗连根拔起。祖母见状，虽

然有些生气，却从不轻易责备面露

愧色的我们，而是帮我们一个个清

洗干净，还用切碎后的小白菜和韭

菜给我们做蛋炒饭，让我们饱尝一

顿挟有春天气息的美食。

到了夏天，风雨总是来得很急，

腿脚本就已经不太灵便的祖母，仍

坚持在地里忙上忙下，她弯腰躬耕

的瘦小背影就显得更加吃力，也更

加清晰深刻地刻在我幼年时的脑海

中。大风大雨一至，祖母要顶着瓢泼

大雨争分夺秒抢收，我总是站在菜

园前的铁栅栏旁呆呆地望着她，不

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些

什么。也正是因为这样，在祖母试着

变换不同的花样，用青青的豌豆、酸

甜的西红柿去给我做不同口味的炒

蛋，满足我贪婪的胃时，我才开始明

白那是她用汗水耕种出来的粮食，

因此也总是吃得分外香甜，想去好

好铭记这种嚼碎的温暖。

印象里，小时候最爱秋天，因为

是收获的季节，不仅有丰富的菜可

摘，还有许许多多甜果可尝。祖母从

里面挑了我喜欢的茄子、菠菜，再从

市场上买来少许梨和山楂，将它们

揉碎在一起，与蛋烹成一道色香味

俱全的碎炒蛋。秋风四起的岁月里，

便满是清香和甘甜的味道，以及满

口的松软了。

一眨眼冬天也很快来了，菜地

里的收成显得有些可怜。不过这难

不住心灵手巧的祖母，早有准备的

她准备了白菜叶，并从腌缸里取出

泡好的咸萝卜，将萝卜切碎后搅拌

在蛋里，一番油炒之后再用蒸熟的

白菜叶包好。白菜的温润甘甜与碎

小萝卜的口感结合在一起，总让人

忍不住久久回味那种又脆又糯的嚼

劲。我终于知道，原来那是饱含爱的

味道。

时光荏苒，流年似水，已是物是

人非。想起记忆中那碟陪我走过四

季变换的炒蛋，舌尖又似乎躁动起

来，我以为是它不甘寂寞，想要再尝

那种爱的滋味，却不曾想，是想念的

眼泪一直流到了心里，温暖了幸福

的味蕾。

（选自《思维与智慧》）

【阅读点拨】

本文按照“总—分—总”的顺序，

记叙了小时候的“我”跟祖母生活在

一起，祖母一年四季让“我”吃上美

味的炒蛋的暖心故事。文章通过详

细描写祖母变着花样地为“我”做美

食，表达了祖母对“我”的爱，以及

“我”对祖母及祖母做出的美食的怀

念之情。

因感人美文二
爱是一碟四季炒蛋

文 /卜宗晖

因感人美文一 一碗捞面条 文 /郝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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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我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源远流

长，博大精深。它经历了几千年的

历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

界饮食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

不把苏大学士归入“吃货”行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在

写“吃货”的故事。先前在看《苏东坡传》，林语堂先生说苏

轼是乐观主义者、文豪书法家……各种称谓却掩饰不住他

一颗“吃货”的内心。他爱吃能吃会吃，六十多种菜品用了

他的名字：东坡肉（比唐僧肉有名些）、东坡羹、东坡肘、东

坡饼、东坡酥……

《初到黄州》一诗中这句“自笑平生为口忙”简直道出

“吃货”精髓。苏轼由于多次被贬，四处奔波，但也因此邂逅

了不少美食。到黄州的时候，他说：“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

土。”到儋州的时候：“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

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他发现牡蛎鲜美异常，

偷偷给儿子写信说，你老爹我发现牡蛎很好吃，你别和别

人说，我怕他们来海南和我抢牡蛎吃啊。此外，他对于自己

喜欢的东西是吃不腻的，比如说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苏大学士甚至在生病的时候，也还念叨

着吃：“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脍。余欲听之，而口不可，曰：

‘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废我

食，不可。’”他患了红眼病，医生说他得忌口。然而他说我

很想听话，但我的嘴可听不了话，如果你要用生病休养的

理由不让我吃，我才不干。苏轼任性的“吃货”本性一览无

遗。对于“吃货”身份，他也毫不避讳，自称“老饕”，整篇的

《老饕赋》就一个意思：吃饱又喝好，世界多美妙！

特邀撰稿 /裴智慧

“汪豆腐”好像是我的家乡

菜。豆腐切成指甲盖大的小薄

片，推入虾子酱油汤中，滚几开，

勾薄芡，盛大碗中，浇一勺熟猪

油，即得。叫作“汪豆腐”，大概是

因为上面泛着一层油。用勺舀了

吃。吃时要小心，不能性急，因为

很烫。滚开的豆腐，上面又是滚

开的油，吃急了会烫坏舌头。我

的家乡人喜欢吃烫的东西，语

云：“一烫抵三鲜。”乡下人家来

了客，大都做一个汪豆腐应急。

周巷汪豆腐很有名。我没有到过

周巷，周巷汪豆腐好，我想无非

是虾子多，油多。近年高邮新出

一道名菜：“雪花豆腐”，用盐，不

用酱油。我想给家乡的厨师出个

主意：加入蟹白，这样雪花豆腐

就更名贵了。

———汪曾祺《豆腐》

玉华台的汤包才是真正地

含着一汪子汤。一笼屉里放七八

个包子，连笼屉上桌，热气腾腾，

包子底下垫着一块蒸笼布，包子

扁扁地塌在蒸笼布上。取食的时

候要眼明手快，抓住包子的皱褶

处猛然提起，包子皮骤然下坠，

像是被婴儿吮瘪了的乳房一样；

趁包子没有破裂赶快放进自己

的碟中，轻轻咬破包子皮，把其

中的汤汁吸饮下肚，然后再吃包

子的空皮。没有经验的人，看着

笼里的包子，又怕烫手，又怕弄

破包子皮，犹犹豫豫，结果大概

是皮破汤流，一塌糊涂。吃这种

包子，其乐趣一大部分就在那一

抓一吸之间。

———梁实秋《汤包》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

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

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

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

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

衣。锅在“洋炉子”（煤油不打气

炉）上，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

越显出豆腐的白。

———朱自清《冬天》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

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

人间有味是清欢。

译文：细雨斜风，天气微寒，淡淡

的烟雾和稀疏的杨柳使初晴后的沙滩

更妩媚。洛涧入淮后水势一片茫茫。

乳色鲜白的好茶伴着新鲜如翡翠

般的春蔬，这野餐的味道着实不错。

人间真正有滋味的还是这清淡的欢

愉啊。

鉴赏：这首纪游词，是公元1084年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在赴汝州（今

河南汝州市）任团练使途中，路经泗州

（今安徽泗县）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

南山时所作。词的上片写早春景象，下

片写作者与同游者游山时以清茶野餐

的风味。作品充满春天的气息，洋溢着

生命的活力，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

的热爱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翌历史“笑谈”翌
苏轼：肉比唐僧火

翌名家美文翌

如果袁枚生活在现代，那么他一定是“网红”。袁枚曾说

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所以他的朋友圈晒的

最多的肯定是美食、美人和旅游，妥妥的就是“人生赢家”。

这兄弟还爱写微博体，短则几十字，长则百余字，他会把自

己一天的所见、所感、所吃记录下来。他家随园由于不设围

墙，自由度高，所以往来宾客众多，粉丝增长率是一天比一

天高。他还根据自己四十多年的吃货经验写了本《随园食

单》，这书写出来就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

《随园食单》不是第一本清代文人写的菜谱，但却在当

时流传最广。《随园食单》系统全面、简单易学，堪称“连小

学生都能读懂的菜谱”。整本书共一序十四单，共包含了

320多种南北菜肴的详细烹饪方法与技巧，从最初的筛选
食材到品尝美食，书中均有涉及。看了此书之后，真可以大

呼：“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烹饪啦！”此外，作为一个高级

“吃货”，袁枚对于吃的学问一样在乎。他说：“学问之道，先

知而后行，饮食亦然。”每当他听说什么地方有好吃的东

西，他就一定会让厨子上门拜师学艺，“以轿迎其女厨来园

制造”。

袁枚：“吃货”的高级修养

李渔不仅享受饮食之美，还遵循饮食之道。《闲情偶寄》

中的“饮馔部”，就是他讲求饮食之道的专著。于饮食中悟

道，于一箪一箸中寻求恬淡自然，李渔可谓“吃货”中的道家。

“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

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

腹中菜园不使羊来踏破。是犹作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

崇尚古玩同一致也。”这是李渔在“饮馔部”开篇的一段。大

家也看到了，李渔是个素食主义“吃货”。嗯，下次想吃菜了

就去读《闲情偶寄》吧。

李渔：我为素食“吃货”代言

例1 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

正的饮者：他在腰间挂一个扁瓷瓶，

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

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

如果你不注意，会以为园中有好几

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

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

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

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

六十米路便选定一处地方，一只脚

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上，解

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眯起

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视角内的景物细

细看一遍，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

再挂向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什

么，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

（史铁生《我与地坛》）

例2 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

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

慌慌张张地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

还没有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

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

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

…………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

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

…………

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

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

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

落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

（茹志鹃《百合花》）

例3 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

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

有时叹息。讲到他最喜爱的《桃花

扇》，讲到“高皇帝，在九天，不管……”

那一段，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

不能自已。他掏出手巾拭泪，听讲的

人不知有几多也泪下沾襟了！讲到

杜氏“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

衣裳……”，先生又真是于涕泗交流

之中张口大笑了。

（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

演讲》）

例4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

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

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

上提着。 （鲁迅《药》）

细节的魔力令人叹服，正所谓：“虽是微末技艺，却是顶上功夫。”《秋天

的怀念》一文中母亲“悄悄地”进来、出去的动作细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一文中描写捕鸟的动作细节，《猫》一文中“我”在冤枉了第三只猫后的

心理细节……都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极大地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快感。

下面，我们就通过几则触动心弦的细节描写的名家片段，一起来学习细节

描写的技法吧！

特邀撰稿/赵洪军

跟名家学技法

茵原文展示
然而，天不遂人愿。

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沉重

地迈着脚步，不知方向。看到别

的同学金榜题名时的那份喜

悦，我更觉得对不起辛勤抚养

自己的亲人，想起父亲精心的

培育将得不到丝毫的收获，我

的身体便如深秋里的落叶一

般，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回到家，在父亲接过成绩

单的瞬间，我再也忍不住心中

郁结的悲伤，“扑通”一声跪在

了地上……

父亲看完成绩单，抬起手

便打在了茶几上的花瓶上，喘

着呼呼的粗气，瞪着怒气冲冲

的眼睛，只是不说一句话。那一

刻，世界在我的眼中凝滞了，父

亲扬起手的动作久久定格在我

的视野中……我知道父亲心中

的希望瞬息间枯萎的痛苦，也

懂得父亲期冀破灭的无奈。

（杜峰《成绩出来以后》）

微末技艺，顶上功夫

【借鉴点】

动态造型。运用动词，对描写对

象做动态造型，是细节描写中十分

常见的方法。如例1中“挂”“消磨”
“踏”“解下”“眯起”“倒”等动作的描

写，将一个真正的饮者———独一无

二的老头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简笔勾勒。如例3中，“他真是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

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他悲

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

这些细节描写，寥寥几笔，却把梁任

公先生这个人物演讲的激情刻画得

淋漓尽致。这种简笔勾勒的方法，就

是鲁迅所说的“有真意，去粉饰，少

做作，勿卖弄”的集中体现，虽惜墨

如金，却生动传神。

前呼后应。如例2中写小通讯员
衣服挂破的细节，前后有三次，通篇

一气贯串，前后相互呼应，使读者对

小通讯员的印象在阅读中一次比一

次加深。这样的细节安排自然而巧

妙，初看时，不一定能感到它的分

量，可是后来，它却深深地刻在我们

的脑海中，成为人物形象有机的、不

可缺少的部分。

详略有致。如例1中，“衣着过分
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略写了

一个随随便便的、随处可见的老头；可

“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树墩

上……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可谓

详笔，如此之状态喝酒的真是不多见。

正是作者这样详略有致的细节安排，

才使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一个真正的

“饮者”形象被刻画得活灵活现。

运用修辞。运用修辞手法，也是

细节描写的常用方法。如例4便运用
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一群麻木的、

不觉悟的人们，在冷漠地观看刽子手

杀害革命者的情景。作者那种强烈

的愤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炽烈

情怀，通过这一细节淋漓尽致地表

现出来。再如例1中夸张的运用，例3
中夸张、对比的运用，使得人物性格

被刻画得生动、逼真、形象，让人如临

其境，如见其人。

笙佳段借鉴笙

笙片段升格笙

茵升格建议
这是一段较为出色的细节

描写，较好地表现了人物性格。

但仍存在一些瑕疵，我们可做

如下修改：

1援观察事物要细致。回家
路上的情景，文段只写到了“我”

“沉重地迈着脚步”，对其他的

事物却只字不提，对作者情绪

的渲染不够充分，这里可以对

路旁的所见之景之物稍微展开

一些描写。

2援选用细节要典型。第二
段中的心理活动描写“看到别

的同学金榜题名时的那份喜

悦”与“在路上”的实际情况不

相符，这里可以写父亲对“我”

的期望，从而为父亲的伤心、痛

苦和无奈奠定基调。

3援锤炼词语要精心。“沉重
地迈着脚步”中的“迈”，“抬起

手便打在了茶几上的花瓶上”

中的“抬”，用得不太准确，若分

别换作“挪”“扬”，效果会更好。

4援运用修辞要巧妙。写“沉
重”的“脚步”、被打的“花瓶”等

均可运用一些修辞手法，让人

如临其境。

茵升格展示
然而，天不遂人愿。

我沉重地挪着脚步，走在

回家的路上，腿上像灌满了铅，

不知方向。世界仿佛一下子陷

入了黑暗之中，就连往日路边欢快

无比的鸟雀都无精打采的。

想到父亲早已准备好的庆

功宴，我14岁的身体感到前所
未有的疲惫与沉重。想起父亲

精心的培养将得不到丝毫收获，

我的身体便如深秋里的落叶一

般，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回到家，在父亲接过成绩

单的瞬间，我再也承受不住心

中淤积的伤痛，“扑通”一声跪

在了地上……

父亲看完成绩单，扬手便打

在了茶几上的花瓶上。花瓶碎得

很彻底，像银色的月光洒落一

地，又如父亲那破碎的心。那一

刻，世界在我的眼中凝滞了，父

亲扬起手的动作久久定格在我

的视线中……我知道父亲那种

看着自己一点点培植的希望在

瞬息间枯萎的痛楚，也懂得父亲

收获的期冀在刹那间破灭的无

奈。 （杜峰《成绩出来以后》）

茵升格借鉴
改后的文章多处运用了动

作、心理描写，真实地写出了

“我”的内心感受。比如“挪”字

表现了作者由失败而带来的心

理的沉重，“跪”字表现了作者

对收获的渴望，“扬”字表现了

父亲无法言说的伤心之情。此

外，比喻运用妥帖，有效地烘托

了人物的心情。如“花瓶碎得很

彻底，像银色的月光洒落一地，

又如父亲那破碎的心”等，写出

了父亲在希望破灭时失望和沉

重的心情。

请根据下列情境，运用细节描写写一段文字，250字左右。
地点：楼梯

人物：一位残疾人

情节：捡香蕉皮

（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七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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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章进行赏析或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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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轻松活泼的

形式呈现国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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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人生：经典性和思想性

并重的文字展示与欣赏。

第三版 写作（素材）

跟名家学修辞：从炼词、炼

句以及如何运用修辞手法等方

面，指导学生如何增强语言的

表现力和感染力。

佳作引路：对名家写作技

巧、语言风格以及题材的仿写。

跟名家学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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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读夜诵：语言优美、可供

学生课余时间朗读的文字展示

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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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浣溪沙

翌诗词“味道”翌

2018年10月，西瓜视频在北京举办
美食博主沙龙，王刚穿着白T恤、黑外
套，现场与大家分享交流。他做了一年

半时间的美食自媒体，美食教程累计

播放超过5亿次，在国内积累了1000多
万粉丝，同时也是少数能火到海外的

美食博主，YouTube上的订阅账号超过
50万，点击量最高的酸菜鱼教程，高达
253万余次。说他是2018年话题度最高
的美食博主，不算过分。

“讲干货，不废话，不讲情怀，不浪

费生命。”王刚这样解释自己的硬核。

白色厨师服，面庞黑亮，干瘦笔直，打

完招呼就教做菜，整个视频的教菜过程

简洁利索，和王刚快节奏的语速一致。

成为厨师长的王刚没有停止学

厨，相反，下起了更笨的功夫。为了学

好东北家常菜地三鲜，他在东北蹲了

半个月。半个月花完三个月的工资，他

终于把地三鲜学到自己认可的味道。

为了做出最好的味道，厨师王刚

不可谓不用心。成为厨师长后，他没有

停止学厨，相反，下起了更笨的功夫。

这就是一种精益求精的精神。

王刚：一个美食博主的笨拙走红

翌励志故事翌

笙小试身手笙

苏 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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