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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魏徵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意思是

要想让树木长得茂盛，必须稳固它的根基。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很多学生

在谈到写作文时，都会面露难色。为何？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这里说到的

“米”，即文章的根本。

纵观教辅市场，教写作文的书，浩如烟海，而真正行之有效，方便学生

自主学习，能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辅导书，则少之又少。传统作文教学法，

笼统、宽泛、呆板。教学中看似言之凿凿，使学生在学习时有恍然大悟之感，

待其起笔行文，脑子里却又一片空白。天下学生，苦写作文久矣！

当今的学生，知识面不能说不广，知识储备不能说不多，阅历不能说不

丰富，那为何遇到作文就会眉头紧锁，心有余而力不足呢？究其原因，还是

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作文写作之法。得方法者得天下，有方法在手，写作无忧。

本套教材，立足于实际，打破传统作文教学模式，独辟蹊径，分别从感

知、描写、章法三个方面，讲解作文写作之法，从根本上帮助学生解决写作

难题，帮助学生扎实写作基础，稳固写作根本，让学生学过之后，人人都有

“米”下锅，文思如泉涌。

感知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意识对内外界信息的觉察、感觉、注意、知

觉的一系列过程。本套教材里所讲的感知，则是通过感觉器官，有意识地

去获取写作素材，去联想与幻想，并对感知到的内容分角度去加工处理，

旨在通过一系列对感官能力的训练，综合提升学生的感知能力。感知能力

的提升，将使感官变得极其灵敏，届时，学生捕捉写作素材的能力、转变

和加工素材的能力、感官之间的互通有无能力、联想和幻想能力等，都将

得到极大的提升。

描写的目的是使写作内容更加生动形象，使读者更加真切地感受写作对

象，更容易与之产生情感共振，更容易融入作者的写作氛围里，也更容易理

解作者的写作意图。“描写篇”从人物、语言、场景等描写角度展开讲解。讲

解时，对每个知识点，有规律的总结出规律，有公式的推导出公式，力求做

到浅显易懂，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学得会，写得出，写得好。每个章节讲解结



束后，都提供了适量的习作片段和习作范文，以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能够

参考和模仿。一旦描写能力提升后，学生对人物的肖像、语言、动作、心理

等的描写，将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章法篇”是“感知篇”和“描写篇”的延伸，是专门为了帮助中考考生

应对中考作文的辅导用书。章法，是对文章的布局谋篇。运用章法，能使文

章层次分明、情节跌宕起伏；能帮助学生锁定素材、提升立意高度。每个

章法都有固定的行文格式，每一小节都有固定的写作方向和内容。学完了

章法，学生应对中考作文，将会游刃有余。

固本则木长，固本则文茂。有了根本，写作文也就下笔如有神助，就不

会再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限于编者水平，本套书稿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

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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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肖像描写

肖像描写是人物描写的关键要素之

一。在实际的写作中，我们除了要对肖

像中的神态进行描写，还要对肖像中的

外貌、体形和服饰进行刻画。虽然外貌、

体形和服饰，很难体现人物内心的状态，

但却能综合体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审美

情趣、身份地位和价值追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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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外 貌 描 写

【内容讲解】

外貌描写的前提，首先要弄清楚外貌范围和结构。本章节所讲的外貌，

局限于头部，头发、额头、眉毛、鼻子、眼睛、嘴、下巴、耳朵、脸颊等部

位都属于外貌描写的范围。为了能使描写更加细致入微，我们还需要对每一

个外貌部位，具体去分析其所存在的细节。头发有长发、短发和无头发等。

额头上可能有皱纹、青春痘、伤疤、胎记等。眉毛包括眉头、眉梢、眉宇等。

鼻子包括鼻尖、鼻梁、鼻孔、鼻翼等。眼睛包括眼角、眼睫毛、眼袋、眼珠、

眼白、瞳孔等。嘴包括嘴角、嘴唇、胡子、牙齿等。脸颊上可能有酒窝、雀

斑、伤疤、胎记、胡子等。脸色有苍白、嫩白、白皙、黝黑、红润、蜡黄等。

下巴的类型有尖下巴、圆下巴、双下巴等。了解了这些外貌细节之后，我们

才能根据需要，对人物的外貌进行描写。

「一、外貌结合环境」

把外貌描写和环境描写结合起来，更能凸显出人物的外貌状态，更便于表

现人物的个性、身份、审美情趣等。环境包括视觉环境、嗅觉环境、听觉环境

和触觉环境。结合的方法有紧密结合法和并列结合法两种。所谓紧密结合法，

就是把人物的外貌细节和环境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外貌中有环境，环境中有外

貌。比如：“阳光绕过她的眉梢，沿着她消瘦的脸颊滚落而下。”这个句子中，

阳光和人物的眉梢、脸颊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并列结合法，就是在外貌前后进

行环境描写，环境和外貌属于前后关系。比如：“阳光轻柔地洒落，微风轻轻

地吹拂，他立在窗前，黝黑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正眺望着远方。”这个句子

中，在对黝黑的脸和大眼睛描写之前，是对阳光和微风的描写。

〔例 1〕昏暗的灯光沿着他苍白的脸颊滚落而下，微风拂过他灰暗的额头，消

瘦的脸颊使他看起来疲惫不堪。

解读：这个句子运用了紧密结合法，把昏暗的灯光和苍白的脸颊紧密结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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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把微风和灰暗的额头紧密结合起来。外貌细节上，选了脸颊和额头两个

部位。脸色特意选择了苍白和灰暗，以此来表现人物的病态或疲劳状态。

〔例 2〕她坐在草地上，阳光温柔地从她圆润的脸颊滑过，微风轻轻吹动那瀑

布般的长发。她笑了笑，深深的酒窝里，满是鸟语花香，清澈的眸子里溢满

青春的活力。

解读：句段中，在外貌上选择脸颊、长发、酒窝、眸子进行描写。在描写方

法上，采用紧密结合法，把阳光和圆润的脸颊结合在一起，把微风和瀑布般

的长发结合在一起，并借用想象，让酒窝里充满了鸟语花香。集中刻画了一

个阳光美丽的女子形象。

〔例 3〕有几只小鸟在天台的栏杆上鸣叫嬉戏，清脆的声声鸟鸣萦绕在他耳

畔，暂时温暖了他冰凉的心。他止住眼泪，转头望去，阳光随即沿着他光洁

的额头流下。他眯了眯眼，望着那小鸟，又一次坠入沉思。他浑身散发着忧

郁气息，微风抚摸着他的脸庞，吹干了滚落的眼泪，吹开了紧皱的眉头，只

是吹不散他心中的悲伤。

解读：文段中，先描写了几只小鸟的清脆的叫声萦绕在他的耳畔。再写阳光

沿着他光洁的额头流下。接着写微风抚摸着他的脸庞。听觉、视觉、触觉三

个感官环境和外貌结合在一起进行描写，刻画了一个处在悲伤中的人物形象。

/ 片段练习 /

1.  月光洒向大地，顺着她紧锁的眉头而下，清风吹过她的鼻尖，那紧锁

的眉头总算稍稍舒展了一些。

2.  温暖的烛光沿着她高挺的鼻梁滚落而下，芬芳的花香亲吻着她的脸

颊，那冰凉的脸颊渐渐有些红润了。

3.  夏天的阳光照在他那白皙的脸上，使他的笑容变得更加灿烂；清风拂

过他的额头，让他光洁的脑门儿显得更加明亮。

4.  枝头绽放的梅花，在那银装素裹的冬天里分外妖娆。微风吹动花香，

吹动雪沫，也吹动了在枝头轻啼的小鸟。她坐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白皙的

脸颊似乎快与雪花融为一体，浓密的睫毛如同蝴蝶的翅膀扑闪着，喜气洋洋

的眼眸里充满了快乐。

5.  阳光毫不吝啬地洒落在老人银白色的头发上，顺着发丝滴落下来。一

脸慈祥的老人正坐在阳台上仔细地看着手中的报纸，轻柔的暖风轻轻地抚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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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人的脸颊，整个阳台都沉浸在了一片祥和静谧的氛围里。

6.  流淌的小河为老人唱起优美的歌谣，老人那慈祥的眼神里尽透着智

慧，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似乎盛满了青春的回忆。

7.  寒风呼啸的初冬，冷雨不断地扑打着大地。他挺身站立在风雨中，紧

锁着眉头，黝黑的脸上布满了愤怒，深邃的眼眸中似在翻着惊涛骇浪。清

冷的月光映照着他湿润的眼角，寒风猛地袭击他的身体，使他不由得发起 

抖来。

8.  微风吹动她额前的发丝，阳光如轻纱一般洒落在她身上，周身反射出

一层金光。她置身于花香弥漫的春光里，身边有蝴蝶萦绕，眼前这美丽的春

色使她内心欢喜极了，白嫩的脸颊渐渐红润起来。

9. 窗外皎洁的月光悄然洒进来，洒在她的头顶，扯出一根根刺眼的银丝。

微风拂过，抚开那时常紧蹙的眉，她笑起来了，眼中亮起点点星光，眼角却

已绽开浅浅细纹。

「二、外貌结合行为」

所谓行为，就是语言行为和动作行为。把外貌和行为结合起来，让外貌

描写处在动态之中，更能凸显出人物的状态。一般都是在外貌描写的前后描

写人物的行为。比如：“他突然站了起来，苍白的脸颊在阳光下显得越发憔

悴。”句子中，让人物的脸颊处在动态之中，更能凸显出人物那一刻憔悴的 

状态。

〔例 1〕湿润的泥香飘来，树上的黄鹂争相鸣叫。她仰起脸，看着羽毛鲜亮的

鸟儿在枝头蹦跳。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眉宇间，隐隐透着一股英气。

解读：句段中，先用嗅觉和听觉描写来衬托人物。接着写她仰起脸来，看着

鸟儿在枝头蹦跳。动作行为之中有外貌，动作行为之后再描写她的外貌细节，

把人物的外貌放在动态之中，更能凸显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例 2〕月光夹杂着一片凉意，洒落在他苍白的脸颊上，他拂了拂被清风吹乱

的头发，任月光流泻而下。他那深邃的眼眸中似是带着如水的悲伤，随后便

化作一声长叹。

解读：句段中，先把月光和人物苍白的脸颊结合起来描写。接着写他拂了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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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风吹乱的头发，动作行为结合外貌进行描写。再写他深邃的眼眸，动作

行为之后有外貌。通过以上方法，句段刻画出了一个处在悲伤状态中的人物。

〔例 3〕微风轻轻拂过她的发丝，阳光如雨般洒落。她微笑着向远方望去，眼

睛一眨一眨，长长的睫毛似两片蝴蝶的翅膀，忽闪忽闪的，嘴唇在阳光下也

显得更加红润。忽然，她转过身来，眼中似是盛着一缕金光，眼眸深处，似

有春花正烂漫盛放。

解读：句段中，先把微风和人物的发丝结合起来描写。再写她向远方望去。

然后写她长长的睫毛和嘴唇。接着写她转过身。最后写她的眼睛。两处动作

行为之后，都进行了外貌的描写。在这样的动态描写之中，人物形象更加丰

满，个性更加彰显。

/ 片段练习 /

1.  月光轻轻洒落在她柔弱的肩上，并顺着肩膀滑到了细瘦的臂膀上。微

风在她身边徘徊，拂过她长长的发丝，抚摸着她舒展的眉头。突然，她仰起

头，却看见月亮隐在了云层里，有细雨滴到了她高挺的鼻梁上，又顺着鼻子

轻轻流下，雨越下越密了。

2.  月光如水，似雾，又好像轻纱一样飘落下来。这样静谧的夜晚，最适

合月下独自漫步，悄悄想着心事了。微风带着清新的草香藏进他的酒窝，他

蹲下身子，捡起一片枯叶，泪珠悄悄顺着脸颊滚落下来。他想起了去年的今日，

也是这样的月夜，和家人一起散步的情形，如今却独留他一人守着家，因为父

母都是医生，远赴疫区支援去了。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祈愿疫情早点儿过去。

3.  夕阳渐斜，将余光倾洒在他的额头上，额上的一颗颗汗珠散发着美丽

的光彩。稻子成熟的气息弥漫在空气里，稻香在他高挺的鼻梁上滑落。他缓

缓直起身，凉风在他小麦色的脸上拂过。

4.  月光缓缓倾泻下来，似轻薄的柔纱一般笼罩在她柔嫩的脸颊上。她蹲

下身来，微笑着的嘴角仿佛漾着甜蜜的花香。她轻合双眸，沉醉在了月夜的

静谧中。

5.  阳光尽情地洒在大地上，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和无限希望。她站在

树底下，一阵微风吹过，吹起了她满头厚实的乌发。红润的脸颊上，一双聪

慧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她慢慢地抬起头，仰望着蔚蓝的天空。

6.  微风轻轻吹拂，阳光洒在他那苍白的面颊上，使得他的面色稍稍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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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润了一些。他微微抬头，伸出手想把阳光抓入手心，在阳光照耀下，他那

光滑的额头很是白嫩。

7.  阳光洒在老人银白色的头发上，一根根白发更加惹眼。老人叹了一口

气，远眺着那高大的山脉，似乎在感慨岁月的沧桑。暖风轻轻地吹过老人忧愁

的面容，也把旁边的河水吹皱，起了一圈圈涟漪。河水“哗哗哗”地流淌着，

仿佛唱起了优美的歌谣，似要逗老人开心。老人转过身，向自家的农田走去。

8.  窗外月朗星稀，月光皎皎，如水似纱，把静寂的夜色装扮得透着一股

神秘。她轻叹一声，转头看向窗外，双眸中映着深邃的夜空，其中好似含着

化不开的愁绪。

9.  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漆黑的夜晚，凉风习习，他坐在池塘边，脸色蜡

黄，眼里没有一丝精神。不久他站了起来，十分瘦削的身材，却穿着一身宽

大的工作服。这么晚了他还不肯回家，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

10.  岁月沧桑，皱纹悄然间爬上了他的眼角，阳光洒在他银白的头发上，

顺着额头滑下，落在眉宇间。他叹了口气，深陷的眼窝里透着忧愁和无奈，

不得不转身离去。

「三、外貌结合心理」

外貌结合心理的目的在于，通过外貌描写推测人物的心理状态，以此来加

深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心理状态分为心理感觉和心理活动。心理感觉可以借助

通感来描写。比如：“他的心里，此刻或许正有和煦的阳光洒落，正有柔软的

春风拂过。”句子中，把内心的美好感受比作阳光洒落和春风拂过的感觉。

〔例 1〕月光下，他眼角的皱纹更加明显，双鬓已有些斑白。他坐在窗前，那

干枯的双手，此刻正快速地书写着。这时，也许他心中正文思如泉涌呢！即

使已是沉寂的半夜，也抑制不住他内心的激情澎湃吧！

解读：句段中，先写人物皱纹明显，鬓发斑白。再写人物在快速地书写着。

接着写人物内心文思如泉涌、激情澎湃。对人物进行外貌描写之后，辅以动

作描写，再加以心理描写，就把一个面容苍老又沉迷于写作的老者形象生动

传神地刻画了出来。

〔例 2〕月光在她唇间闪烁，粉色的花瓣从她的眼角滑落。她转身，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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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望向地平线。或许，她的内心此刻正心潮澎湃吧？

解读：句段将月光和嘴唇、花瓣和眼睛结合起来描写，以动作行为作为辅助，

再写内心波澜起伏。把一个面容娇美，表面看似平静，内心却汹涌澎湃的人

物形象刻画了出来。

〔例 3〕昏暗的灯光照在房间里，他坐在桌前，叹了口气，那喷出的气息在冰

冷的空气中化作一团薄雾。他的眼角变得湿润，原本白皙的脸变得红润。月

光洒进窗来，他的心里似乎在为什么事而悲伤。

解读：昏暗的灯光本和心理无关，却因为人物叹了一口气，再加上湿润的眼

角、脸色的变化和环境的衬托，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测出人物的内心状态。

/ 片段练习 /

1.  太阳初升，将光芒泼洒向大地，落在她舒展的眉头上。她猛地仰起

脸，闪亮的大眼睛里映照着太阳的万丈金光。空气中弥漫着兴奋的气息，此

时，她的内心似乎也被阳光洒满了，一定温暖极了。

2.  傍晚将至，黄昏的阳光抚过他本就消瘦的脸颊，他慢慢抬起头，呆滞

的眼神猛然绽放出光彩，惨白的脸颊泛了一丝红润，他的心中或许有一阵清

风推开了紧闭的轩窗。

3.  清早，朝阳缓缓升起，阳光照着他红润的脸颊，他伸了伸懒腰，海风

吹过他光滑的额头，空气是那么清新，他心中似乎有一朵鲜美的花朵正悄然

绽放。

4.  太阳的柔光洒在浓绿的草地上，微风夹杂着阳光和煦的气息，滑过他

红润的脸颊。他缓缓抬起头，望着一片瓦蓝的天空，瞳孔在阳光的映照下泛

着星星点点的金光。或许，他的心里，正被那金灿灿的阳光温暖着、安抚着，

开满了灿烂的花。

5.  淡淡的花香萦绕着他，他呆呆地站在教室里。在灯光的照耀下，他的

眼睛闪闪发亮，仿佛在认真地思考着什么。

6.  那位同学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眉毛舒展，眼中带有点点星光。微风

吹过，她那长发随风飘飞起来。阳光洒落下来，脸颊上多了一抹红晕，她远

眺窗外，似乎在想着自己的考试分数会是多少。

7.  优美的琴声从远处传来，他坐在沙发上，明亮的灯光抚摸着他的脸

庞。炯炯有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躺下身来，静心聆听着琴声，心里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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