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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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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轻松活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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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

印

特邀撰稿 /陈静静
【文题设计】

学校是你学习和成长的摇篮，你对自己的学

校一定十分熟悉吧？能不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

下呢？

请以《我的学校》为题，写一篇不少于600字
的说明文。要求：注意使用正确的说明顺序，写出

事物的特点。

【原文指瑕】

我的学校
山东省高密市豪迈中学 王 一

我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初中，位于山东省高密

市，建于2012年，至今已有6年了，算是一所很年
轻的学校。

我们学校是一所很有文化底蕴的学校。我们

热爱阅读，崇尚传统文化。“做好今天，成就明天”

是我们的校训；“乐学、深思、笃行”是我们的学

风；“守正、关爱、活泼、有序”是我们的校风。

再说一说我们学校的建筑构造吧。学校大门

朝西，大门的正前方是圆形花坛，除了松柏和花

儿，里面还有一块超大的石头，像巨人般守护着

校园。

大门左边是规范化的塑胶操场和看台，我们

的运动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可以容纳上千人运

动和观看。右边是两座连在一起的教学楼，其中

包含有教室、多功能教室、实验室、图书室等硬件

设施，我最喜欢里面的阅览室和心灵小屋。阅览

室里有各种各样的图书：《鲁滨逊漂流记》《水浒

传》《简·爱》《海底两万里》等，每周一次的阅览课

总是觉得十分短暂。心灵小屋里有舒适的沙发、

美妙的音乐、好看的杂志，有时还有可口的零食，

心情烦躁的时候来到这里坐一坐，烦恼很快就烟

消云散了，整个人变得舒畅无比。

花坛后面是综合楼，日常集会的地方。花坛

左边是一前一后两座公寓楼，宿舍整洁干净，是

我们在学校里温暖的小窝。公寓楼后面是我们最

喜欢的地方，学校的餐厅。餐厅楼有两层，宽敞明

亮，有十个分餐窗口，分餐的叔叔阿姨笑容满面，

态度和蔼。餐厅的饭菜菜色丰富，无论你口味多

刁，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食物。

我们学校不仅外形高端大气上档次，课程设

置也是很有特色的。除了国家标准课程，我们还

有自己的校本课程，比如读书节、艺术节等每月

一次的节日课程，开学课程，毕业课程，传统文化

课程，课外实践活动课程，选修社团课程等几十

门课程。在这里学习，无论你有多特别，总能找到

自己的兴趣所在。

相信我们的学校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定

会大鹏展翅，直上九天！

【升格建议】

作者主要从文化底蕴、建筑构造、课程结构

等方面介绍了自己的学校，写出了学校的特色，

让读者有较为充分的了解。文章整体上采用的

是逻辑顺序，但是顺序不太合理，应该按照从外

形到内涵的逻辑顺序，即“建筑构造———课程结

构———文化底蕴”。另外，在建筑构造的说明部

分，文章采用的是典型的空间顺序，但也是不够

准确和清晰，需要稍做调整。

添加对学校

的整体说明，让读

者对说明对象有

更加充分的了解。

先介绍学校

构造。按照观察规

律，应先写前方花

坛及相关的建筑，

再写左右的建筑。

再介绍课程

设置。

最后介绍文

化底蕴，更符合读

者的认知规律。

【升格启示】

作文升格后，做了三处调整。一是在开头部分加入了对学校的整体介绍；二是整体的逻

辑顺序调整为：建筑构造———课程结构———文化底蕴，这样比较符合人们“由外在到内在”的

认识事物的规律；三是建筑构造部分的空间顺序，由原来的“前———左———右———前及相

关”，改为“前及相关———左———右”，这样更符合我们观察事物的空间顺序。作文整体修改之

后，读来更加严谨有序，充满活力。

我的学校
山东省高密市豪迈中学 王 一

【焕新秀台】

员 圆 我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初中，位于山东省高密
市，建于 2 0 1 2 年，至今已有 6 年的历史，是
一所很年轻的学校。校园占地面积为 3 3 3 0 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 8 0 0 0 为平方米。有两座
教学楼、一座综合楼、两座学生公寓楼、一座餐

厅楼，共有 3 6 个教学班、 1 6 0 0 多名学生和
1 0 0 多位教师。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员 圆 先来说一说我们学校的构造吧。 员 圆 员 圆 员
员 圆 学校大门朝西，一进门，正前方是一个圆形
花坛，除了松柏和花儿，里面还有一块超大的石

头，像巨人般守护着校园。花坛后面是综合楼，

日常集会的地方。花坛左边是一前一后两座公寓

楼，宿舍整洁干净，是我们在学校温暖的小窝。

公寓楼后面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学校的餐厅。

餐厅楼有两层，宽敞明亮，有十个分餐窗口，分

餐的叔叔阿姨笑容满面，态度和蔼。餐厅的饭菜

菜色丰富，无论你口味多刁，都能找到自己喜欢

的食物。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员 圆 再往里走，左边是规范化的塑胶操场以及看
台，我们的运动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可以容纳

上千人运动和观看。右边是两座连在一起的教学

楼，其中包含有教室、多功能教室、实验室、图

书室等硬件设施，我最喜欢里面的阅览室和心灵

小屋了。阅览室里有各种各样的图书：《鲁滨逊

漂流记》《水浒传》《简·爱》《海底两万里》

等，每周一次的阅览课总是觉得很短暂。心灵小

屋里有舒适的沙发、美妙的音乐、好看的杂志，

有时还有可口的零食，心情烦躁的时候来到这里

坐一坐，烦恼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整个人变得舒

畅无比。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员 员 圆 员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我们学校不仅外形高端大气上档次，课程设
置也是很有特色的。除了国家标准课程，我们还

有自己的校本课程，比如读书节、艺术节等每月

一次的节日课程，开学课程，毕业课程，传统文

化课程，课外实践活动课程，选修社团课程等几

十门课程。在这里学习，无论你有多特别，总能

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员 圆 我们学校是一所很有文化底蕴的学校。我们
热爱阅读，崇尚传统文化。“做好今天，成就明

天”是我们的校训；“乐学、深思、笃行”是我

们的学风；“守正、关爱、活泼、有序”是我们

的校风。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员 圆 相信我们的学校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
大鹏展翅，直上九天！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圆 员

不去寻春，何得见春？古人有诗

“尽日寻春不见春”，然而笔锋一转，

归来时却见“春在枝头已十分”，便

终是寻得了春。可见，没有寻找的艰

难过程，何来最终的成果呢？

寻春是如此，人生亦该如此。追

寻的过程对于我们十分重要。求学

生涯便是追梦的过程，所以应树立好

志向———没有梦想，何必远方？固然

如此，但没有追寻，何谈梦想？

“成功的花儿，必然淋遍了牺牲

的血雨。”任何成果的背后都少不了

努力，这个道理在古今中外都得到

了印证。文学巨匠高尔基在童年的

悲惨生活中仍不懈读书，终成为大

作家。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为雕塑的

每一寸皮肤都精心研磨，留下了辉

煌的艺术杰作。更别说无数的数学

家、科学家、政治家……这些辉煌人

物的成就离不开付出的努力。也许

有人说，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但是

不付出努力，一定就没有收获。这便

是努力追寻的意义所在。

有目标很重要，但坚持目标更

为重要。追寻梦想的过程，重在始终

如一的坚持。恰如诗中寻春一般，若

无“尽日寻”，又何来“春已十分”？晋

王羲之练书法，终日于一池塘边写

字，以池水来洗砚。久而久之，池水

竟变为黑色，可见坚持之久，终成一

代书法名家。而今日有些年轻人却

没有这份坚持的意志，对梦想的追

求不过是渴望“一炮而红”，终究不

能达到目标。为何？此类年轻人只不

过一试即止，只求快，失败后就放

弃。而没有坚持，怎么可能达到目标

呢？可见，追寻路上的坚持尤为

重要。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难与

困苦是追寻路上必不可少的。古代

诗人为了寻春，可以“芒鞋踏遍陇头

云”，可见其中亦有艰苦。今人为了

追梦，能否拿出这样的意志呢？古有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

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

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今有马云在商界激烈竞争中不畏艰

难，斩获首富；屠呦呦在无数次失败

中不断寻找，终于提取出青蒿素。因

此，追寻梦想少不了艰难，我们若是

被困难吓退，又怎能像他们一样做

出成就？不畏艰难，即使未成也可以

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

悔矣。”

若无寻春，何得见春？尽管追寻

路上可能坎坷不平，但我们仍应坚

持追求，才会得到成果。上帝只会眷

顾勤奋努力的人，我们是否应努力

拼搏，追寻自己的春天呢？

（选自《文苑·经典美文》2019年
第3期，有删改）

含英咀华

文 /冯骥才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苏轼《定风波》）

一年一度，此时此刻，我都会站

在料峭的寒气里，期待着春的到来。

因为我知道，若要“知春”可不

能等到“隔岸观柳”；不能等到远远

河边的柳林已经泛出绿意，或是那

变松变软变得湿漉漉的土地已经

钻出草芽———那可就晚了。春的到

来远比这些景象的出现早得多，一

直早到冬天犹存的天地里。你把冻

得发红的鼻子伸进冰凉的空气里，

忽然，一股清新的、熟悉的、久违的

气息，钻进鼻孔，并一下子钻进你

的心里。它让你忽然感到天地要

为之一新了，你立即意识到春天

来了！

可是，当你伸着鼻子着意一吸，

想再闻一闻这神奇的气味时，它又

骤然消失，仿佛一闪即逝。你环顾四

周，仍是一派冬之凋敝，地冻天寒。

然而，不知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这气

味忽又出现。就像初恋之初，你所感

受到的那种幸福的似是而非。当你

感到“非”时便陷入一片空茫，在你

感到“是”时则怦然心动。原来，春天

最初是在飘忽不定之中，若隐若现，

似有若无。它不是一种形态，而是一

种气味，一种气息———一种苏醒的大

地生命散发出的气息。

这时，你去留心一下，鸟雀们的

叫声里是否多了一点儿兴奋？那些

攀附在被太阳晒暖的墙壁上的藤条，

看上去依旧干枯，你用指甲抠一下它

黑褐色的外皮，你会发现这茎皮下边

竟是鲜嫩鲜嫩的绿。春天不声不响

地埋伏在万物之中。这天地表面依

旧如同冬天里那样冷寂而肃穆。但

春是一种生命，凡是生命都是不可遏

制的。生命的本质是生，谁能阻遏生

的力量？冬天没有一次关住过春天，

也永远不会关住春天。所以在它出

现之前，已经急切地把它的气息像精

灵一般地散发出来，透露给你。所以，

春天最先是闻到的。

故此，我喜欢在这个季节里，静

下心来去期待春天与寻找春天，体验

与享受春之初至那一刻特有的诱惑。

这种诱惑是大自然生命的诱惑，也是

一种改天换地更新的诱惑。

去把冻红的鼻子伸进这寒冷的

空气中吧。

【阅读点拨】

线索。全文以盼春为线索，表

达了对春天的向往和热爱之情，条

理清晰，脉络分明。文章开篇以“期

待着春的到来”奠定了整篇文章的

感情基调，接下来分别描写了嗅到

春天的气息、发现春天的迹象、体

验春之初至的诱惑，最后以“把冻

红的鼻子伸进这寒冷的空气中”照

应题目。

描写的重点。文章没有像一般

的写景散文那样面面俱到，而是抓

住了一个颇有创意的侧面———春

天最初是闻到的，一个“闻”字，确

定了描写的侧重点，即嗅觉。整篇

文章主要围绕春天的气息来写，虽

只着眼于一个侧面，但行文却毫不

单调。“忽然，一股清新的、熟悉的、

久违的气息，钻进鼻孔，并一下子

钻进你的心里”；“当你伸着鼻子着

意一吸，想再闻一闻这神奇的气味

时，它又骤然消失”；“在它出现之

前，已经急切地把它的气息像精灵

一般地散发出来，透露给你”：这些

细微的感受和春天的独特气息，除

了敏锐的嗅觉之外，更让我们看到

了作者的一颗善感的心。

巧用人称。行文中巧妙地嵌入

了第二人称，“你立即意识到春天

来了”“你去留心一下，鸟雀们的叫

声里是否多了一点儿兴奋”等语

句，让人读来感觉有种聊家常般的

亲切。在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

巧妙穿插中，读者仿佛被作者带到

了春之初至的环境中，似乎与作者

一起闻到了那春天到来时的清新

气息。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题张司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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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光】

文章将人生追梦的过

程比喻为寻春的过程，生

动、形象，富有哲理性。想要

“见春”，须努力去寻；梦想

也是如此，需要努力追寻，

还要坚持不懈，更要不畏

艰难。

作文诊所

微信扫码，关注
学习报公众号，了解
教育资讯，伴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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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是主要用于介绍事物或阐

明事理的实用类文体，旨在通过文章准

确介绍事物的特征，让阅读者获得知

识。说明文的写作讲究说明方法的使用

和说明顺序的合理安排，其中说明顺序

有时间顺序、空间顺序和逻辑顺序。使

用合理的说明顺序，才能使文章充分表

现事物或事理的特征。而合理的说明顺

序，应当符合人们认识事物或事理的一

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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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试身手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小区

的轮滑比赛开始了。我满怀信

心，站在起跑线上。“加速，不能

落下，加速！”“唰唰，唰唰”的声

音在我的耳边回响，“加油，加

油，冲呀！”的声音响彻云霄。但

我的内心仍然很平静，我牢记爸

爸说的“低身，外八加速，摆臂”。

最后三百米，坚持！经过两千米

的滑行，我的体力已经透支。然

而，我仍然记得爸爸说的“低头，

抬脸，手臂略摆”。一道闪电首先

冲过终点。“赢了，赢了！”我高高

地举起双臂，狠狠地在空中挥舞

着，宣泄着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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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本报名家名作、时文选粹、

主题阅读、特别策划、亲情树、轻

松学国学、自然之音、书人书事

等栏目长期征稿。稿件一经采

用，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您。

投稿邮箱：

xxbyw_czyd@126.com

淤走进一家餐厅，即便没有手机
和钱包，点餐后也能通过“刷脸”完成

支付；走进一家银行，即使不带银行

卡、身份证，靠“刷脸”也能取款。这样

的场景应用，你是否体验过？如今，从

考勤、购物，到坐飞机、住酒店，乃至领

养老金，靠“脸”吃饭、办事不再是玩

笑。目前，人脸识别技术正大规模走出

实验室，走入各行各业，方便了生活，

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逐渐成为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标配”。

于在安防监控领域，“刷脸”技术
可以对银行、机场、商场等人流密集场

所的人群进行监控，实现对特定人物

的自动识别和追踪。2018年以来，深圳
等多地纷纷启用电子警察执法，通过

“刷脸”识别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违

章行为，大大提高了执法效率。

盂在出行领域，百度与中国南方
航空合作完成的基于人脸识别的“刷

脸”登机项目，已在河南南阳姜营机场

落地。人脸识别闸机让旅客直接“刷

脸”坐飞机，几秒钟完成身份验证。北

京大学则在尝试将“刷脸”系统应用到

校园安保系统当中，已运行了一套学

生“刷脸”入校闸机。

榆医学领域，人脸识别挂号系统
让“号贩子”无机可乘，“刷脸”医保支

付可以节省排队时间，让智慧医疗服

务流程更加通畅。2018年，温州有10家
医院启用了人脸识别预填单系统，“刷

脸”看病、智能导诊成为可能。

虞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缘何近年来
在国内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在业

内人士看来，除了技术驱动这一根本

原因，还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如果

将其比喻成一辆马车，人才优势、技术

驱动、资本助力、政策支持等犹如车

轮，正带动这辆马车跑得更快、更稳。”

艾媒数聚创始人兼CEO张毅说。

愚“中国多年来注重理工科教育的
传统，也为人工智能技术与各行业结

合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商汤科技

工程院院长沈徽说。“丰富的场景应用

需求，提供给企业落地的通道以及巨

大的市场价值；大数据的储存和世界

性的命题，也给了科技企业以及技术

开发者广阔的平台。”依图科技联合创

始人林晨曦说。

舆沈徽分析，就“刷脸”技术而言，
我国目前在应用落地方面走在前列，

底层技术也在不断加速发展。清华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

最多的国家，在专利数量方面领先于

美国和日本。

余资本投入也是一股重要力量。
除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巨

头落子布局，不少垂直企业也不断获

得资本关注。更多创业者正在进入这

一行业。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能创业

公司所属领域分布中，计算机视觉行

业公司以17.7%的占比居于首位。
俞2017年，人工智能被首次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人工智能的重要

细分领域，国家对人脸识别的相关政

策支持力度在不断地加大。2017年12
月发布的《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规划“到2020年，复杂动态场景下人脸
识别有效检出率超过97%，正确识别率
超过90%”。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无疑
促进了人脸识别技术的快速发展。

逾也有专家表示，“刷脸”只是计
算机视觉技术中比较具体可感的一部

分。事实上，计算机视觉技术能够给大

家带来的远远不是“刷脸”付款这么简

单，如果应用在第一、第二产业，它将

在更大层面带来生产效益的提升和

变革。

輥輯訛人脸识别技术能够提升生产
力。这种提升，一方面是对传统行业中

跟视觉相关的人工部分的增强或替

代，以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

面则是带来新的交互体验和应用，形

成新的应用场景。

輥輰訛事实上，这些提升正在发生。在
手机和娱乐领域，基于智能识别的影

像、图片的分类与处理已经成为现实：

在自动驾驶领域，环境智能感知、自动

判断目标等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中；在

无人机、机器人领域，自动避障的运用

有了新进展；在工业领域，除了3D分拣
等吸引人眼球的探索性应用，产品质

检的应用也在不断涌现……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8月15
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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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要跟人绝交，有很多种方

法，比如拉黑对方、删除对

方的联系方式等。而在古

代，本来关系很好的人要

绝交，他们会怎么做呢？

东汉灵帝时期，有一

对知心好友管宁和华歆。

有一次，他们同坐在一张

席上读书。忽然，门外有达

官贵人乘豪车经过，管宁

很淡定地继续读书，华歆

却立即放下书跑出去观

看。这时，管宁割开席子对

华歆说：“我没有你这样的

朋友。”

“割席”是古人绝交的

一种方式，割断之席再难相

接。和“割席”相似的另一种

绝交办法，就是“割袍”。

电视剧《隋唐英雄传》

里就演绎过这个典故：徐

茂公与秦王李世民同游御

果园，路遇单雄信带人刺

杀秦王。徐茂公和单雄信

是结拜兄弟，看到徐茂公

阻拦自己刺杀秦王，单雄

信一气之下当面割袍，与

徐茂公绝交。

文人绝交的方式，文

雅又果断，就像嵇康的那

篇绝交书。嵇康是“竹林七

贤”的灵魂人物。当时，年

纪最长的山涛接受了权贵

的招安。山涛带头背叛，本

来就被队友们鄙视了，可

他还想推荐嵇康去当官。

嵇康一气之下便写下《与

山巨源绝交书》，申明自己

生性疏懒，不适合做官，同

时向自己的朋友们宣称要

跟山涛绝交。

割席、割袍，或是发表

绝交书，这些绝交方式都

很有仪式感，且成为古人

人生方向的风向标。

文化看台

环球博览

文 /刘 磊

【思考练习】

1.请概括文章围绕“刷脸”说了哪
些方面的内容。

2.文章第淤段有什么作用？请简要
分析。

3.第虞段画横线的句子主要采用
了哪种说明方法？有何作用？

（参考答案见下期二、三版中缝）

特卡波小镇位于新西兰南岛南阿尔卑斯山东麓，它有

一个洋气的英文名字———Tekapo。在毛利语中，“teka”意为睡
觉的垫子，而“po”指的是夜晚，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星空下
睡觉的地方”，真是既有诗意又浪漫。

特卡波没有城市光源的污染，它的夜空静谧而璀璨，

银河和大团星座清晰可见。观星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都会发出惊叹：“特卡波的星空竟是如此华美！”不过，这样

的美景并非完全天成。为了维持这里的夜空美景，特卡波

居民30多年前就开始减少使用灯光，实施“星空保护计
划”。小镇上所有的灯都由特殊材料制成，45度角斜向地
面，并且只有正常亮度的1/3，不会散射光线产生光污染。
他们还规定，在没有人群的地方尽量避免使用灯光，同时

精确设计路灯，使光束准确地照到需要照明的地方，而不

是向四周辐射。午夜之后会关闭景观灯和广告灯，以此减

少污染气体排放，目的就是希望星空避免光害，永远壮美。

从2005年起，特卡波小镇所在的麦肯齐盆地开始向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提交将这片天空划为“国

际星空自然保护区”的申请，希望让全世界都能意识到拥

有清澈星空对于人类的重要性。幸运的是，这一申请在

2009年得到通过，特卡波小镇成为世界上首个“国际黑暗天
空保护区”。

沉醉在城市文明中的人们，如果能够像特卡波居民一

样，适当放弃夺目的照明，复原隐去的星空，仰面躺地，看

星光倾泻而下，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选自《知识窗》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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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都是“衣冠上国”“礼仪之邦”，其

服饰文化也由来已久。华服，也就是汉服，全称

“汉民族传统服饰”，其发展从黄帝即位到明末

清初，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是最具民

族特征的服饰，代表了我国服饰文化的最高发

展成就。

华服的发展主要是贯穿于汉民族的文化

发展过程中，从最早的皮毛树叶为衣，未有制

度；到汉明帝时期建立了初步的以宽衣大袖为

主要特点的汉代冠服制度，形成了中国华服万

世一系的传承。魏晋时期，由于各民族的进一

步融合，服饰上稍有变化，款式多上俭下丰，显

得自然洒脱，清秀空逸。唐宋时服装的发展最

为飘逸美丽，尤其是女子服饰，上短下长，裙腰

高系，妆容方面也是繁复华丽，凸显出女子的

仪态之美。清朝时期，统治者曾实行“剃发易

服”，逼迫汉族人民改服易制，使得华服的发展

一度中断，直至现代又复兴起来。

华服有三个基本特征，即交领右衽、无扣

结缨、褒衣大袖。所谓交领右衽，就是衣领直接

与衣襟相连，衣襟在胸前相交叉，左侧的衣襟

压住右侧的衣襟，形成整体服装向右倾斜的效

果；而无扣结缨就是不用扣子，或用隐扣，用带

子打结系住衣服，在腰间还有长带飘逸；褒衣

大袖就是宽袍大袖，一般汉服袖长为“回肘过

腕”，即裁剪时要留出胳膊能回过弯的余地，宽

博的衣袖让着装人有了潇洒飘逸的风韵。此

外，汉服还有玉带香囊以及女子头饰等复杂的

配饰，为服装增添了更多美的元素。

现代社会，人们逐渐认识到华服作为中华

传统文化的瑰宝地位，于是开始取其精华，复

原汉族传统的服饰之美，并同时恢复传统礼

仪，祭祀先贤，宣传儒家的礼乐之制，这一切也

让华服迎来了新的复兴和发展机遇。现在走在

街头，我们会偶遇穿着华服的姑娘、小伙子，很

多服装大牌也开始吸纳华服元素，华服逐渐走

进了我们的生活。

华服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

智慧和审美，它不仅彰显了服饰之美，更是文

明礼仪的象征。它蕴含着华夏民族最质朴、最

崇高的理念———天人合一、与道相通。华服的

发展让人们感受到传统民族服饰文化之美，其

复兴也不断提醒着我们的族群身份，为华夏民

族新的文化复兴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亮点寻踪】

文章以“华服”为说明对象，为我们讲述了

华服之美。本文主要使用了逻辑顺序，说明了

从上古时代至今我国华服的发展历史、华服的

三个基本特征，以及华服在当代的发展和意

义。“发展历史———事物特点———功能意义”的

逻辑顺序的使用，使文章严谨有序。同时，在介

绍华服发展的部分，又使用了从上古时代至汉

唐，再到现当代的时间顺序，让人读来思路清

晰，更具系统性。

佳作引路

特邀撰稿 /陈静静
房屋是人类栖息的场所，是

人类征服自然亦是自身发展的

一种象征。

众所周知，人类从学会制造

工具的那天起，就和动物分了

家。人类既然会制造和使用工

具，当然在填饱肚子的同时，也

就想到了为自己创造一个舒适

的栖息环境。

最早的房屋应推山顶洞人居住的铺有干

草的洞穴。这种房屋，恐怕除了人类自己劳作

之外，更多的还是大自然的恩赐。

到了半坡氏族期间，人类才完全靠自己的

劳动创造出自己的房屋———用双手堆砌而成

的石屋。这种石屋的顶是用草铺盖的，呈圆锥

状。屋的形状并不规则，屋体一半在地面以下。

几个这样的屋聚在一起，便成为当时的村落。

后来，随着人类文化技术的发展，人们开

始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方案建造房屋。于是，经

过人们精工雕凿、科学拼接的木屋和石屋，以

及木石土合用的各种形式的房屋，大量建筑起

来，以至于发展为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群和寺

庙建筑群。由于历史文化抑或风俗习惯的不

同，不同民族的人们又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房

屋。云南傣族的竹楼，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

层拴马，方便安全，凉爽卫生；黄土高坡的人们

则因地制宜，掘土为屋，建造出一排排冬暖夏

凉的窑洞；草原上的蒙古民族更是造出了遮风

避雪、随意搬迁的活动房屋———毡包。各种房

屋不一而足，无一不表现了人类创造的艰辛和

伟大。

近代的房屋，在本质上又有了巨大变革。

人们不再单纯地依靠天然材料，而是采用钢筋

水泥等人工材料，且更加重视房屋内外的装

饰。例如在墙壁上镶瓷砖，甚至涂上金粉，使得

房屋变得金碧辉煌，光彩夺目。这些建筑，无论

从结构还是外观，都远远超过了古代房屋。

现代的房屋已不再是仅仅供人们遮风避

雨、生活起居的庇护所，它为人类提供了生产、

科研以及一切发展现代文明的实验所和工厂。

人们在各式各样的房屋中从事活动，可以说，

房屋已经成为人类生活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

由于人口猛增，房屋的需求量太大，人们

不得不向高空发展，于是摩天大楼拔地而起。

据统计，一座高300层的摩天大楼可以住一个
中等城市的人口。

现代社会，进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

期。房屋在性能、功用方面出现了新的突破。例

如，有的房屋可以抵御地震。美国加利福尼亚

的一座圆堡形房屋，经受了6援2级地震，却“毫
不动容”。有的房屋可以模拟地球外的空间环

境，成了地球上的太空站。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越来越多的

欲望，在将来，人类不会仅仅满足于生活在地

球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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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作文秀】

山东潍坊一考生

华服之美

本文整体介绍了自上古时代至今我国房屋的发展历程，从建筑形态、材料，以及性能作

用等方面，给我们讲述了关于房屋发展的诸多知识，并根据现有的发展成果推测其未来的

发展方向。文章说明语言科学严谨，说明顺序合理，读来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

首先，以时间顺序为主，理顺发展历史。文章主要以房屋的演变历史为说明对象，按照

从山顶洞人洞穴到半坡氏族石屋，再到后来的木屋、竹楼、土屋、毡包，最后到近现代的钢筋

水泥大楼，以及未来的太空站，这样的时间顺序为我们理顺了房屋的发展历史，逻辑思路清

晰，内容概括，知识性强。

其次，以逻辑顺序为辅，说明房屋形态、种类和功能。文章第五段以从概括到具体的逻

辑顺序介绍了现代房屋的种类。后文也从材料、装饰和功能等方面分别做了说明，使用的是

从主要到次要内容的逻辑顺序。

最后，说明过程中合理运用其他顺序。除了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句段当中也用到了空

间顺序。如介绍云南傣族竹楼时用了从上到下的空间顺序。

专项品鉴

1.合理运用说明顺序。写说明文时，应当根据自己所要说明的对象，选择符合人们认知
规律的，能够有效说明事物特点的说明顺序。如时间顺序一般用来说明生产技术、产品制

作、工作方法、历史发展、事物演变等；空间顺序一般用于说明某一静态事物的结构；而逻辑

顺序则多按照事物、事理的内在逻辑关系，或由个别到一般，或由具体到抽象，或由主要到

次要，或由现象到本质，或由原因到结果，或由特点到用途，使用范围比较广泛。

2.一种顺序为主，兼用其他顺序。一篇说明文往往不止使用一种说明顺序，一般来说都
是全篇整体上以一种说明顺序为主，同时根据文章内容的需要兼用其他不同的说明顺序。

如在全篇都使用空间顺序的同时，某一段落也可根据需要使用时间顺序或者逻辑顺序。只

有合理地运用说明顺序，这篇说明文才能让人读得懂，读得透，从而实现普及知识的功能。

借鉴指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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