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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象声词
把世间万物写活

象声词，又叫拟声

词、摹声词、状声词。是

摹仿自然声音构成的

词。准确地使用象声词，

将会使我们说话、习文的

生动性、形象性大大增

强。如何在你的文章中

巧用象声词呢？下面我

就以一篇美文为例来说

说巧用象声词的妙处。

我们以《雷阵雨》的一段
“截选”为例，一起来欣赏一篇
美文：忽然，天暗了下去了，

“嗖”的一声一道闪电划破了天
空，雷声“轰隆隆”地传来，风

“呼呼”地刮着，树叶沙沙作
响。紧接着，黄豆大的雨点“噼
里啪啦”地砸落下来了。只听
得一阵阵“哗哗”的雨声，雨顺
着树叶滑下来“滴答滴答”地落
在行人的伞上。不一会儿，太
阳公公又露出了灿烂的笑脸。
小鸟在碧绿的枝头“叽叽喳喳”
地唱起了歌。

我们一起探讨以下四个方
面：

一：你们从这段文字中最
欣赏什么？（很多象声词“嗖”

“轰隆隆”“呼呼”“噼里啪啦”
“哗哗”“滴答滴答”）

二：用上这些象声词文章
会变得如何？我们写作文，用
上象声词使文章“绘声绘色”，
引人入胜。而要绘声绘色，就
必须学会使用各种象声词。

三：大家想了解象声词吗？
单音节拟声词：哗 哇 咚

等；
双音节拟声词：啦啦 哗

哗 汪汪 呼呼等；
其他形式的拟声词：
AB型:乒乓 扑通 叮当 噼

啪 轰隆
AAA 型: 嗡 嗡 嗡 呱 呱 呱

轰轰轰 喃喃喃
AAB 型: 叮 叮 当 滴 滴 答

咚咚锵 啦啦哗
ABB 型: 扑 通 通 哗 啦 啦

轰隆隆
AABB 型:滴滴答答 叽叽

喳喳 乒乒乓乓 叮叮咚咚
ABAB 型:哗啦哗啦 咕咚

咕咚 淅沥淅沥 呼噜呼噜
ABCC 型:叽里咕噜 叮零

咚隆
ABCD 型:辟里啪拉 叽哩

呱啦 叮铃当啷 唏哩哗啦
ABCA 型:咚得隆咚 锵不

隆锵
ABBB型:淅沥沥沥
四：比较句子, 你又有什

么发现？
1、“ 哒 哒 哒 ，哒 哒 哒 ，

哒……”机枪不停地扫射。（声

音的重复）
2、“哇……”他刚一张嘴，

肉就掉下来了。（声音的延长）
3、有的像蜜蜂一样嗡嗡，

有的像小鸟一样啾啾，有的像小
狗一样汪汪……（场景的有趣）

因为巧用了描摹声音的词
语，能把人带进美妙的音响世
界，使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
生动传神，让世间万物有了生
命，活了起来。

自然篇：雨打玻璃—啪啪
小溪—涓涓 小雨—簌簌
打雷—轰隆隆……
动物篇：天上飞的、地上走

的、水里游的……鸽子—咕咕
小鸟—啾啾

母鸡—咯咯哒 青蛙—呱
呱……

生活篇：走路—咯噔 开门
—吱呀 敲击声——砰砰砰 铃
声—叮铃铃……

由此可见；拟声词可以使
描写生动逼真，使人如闻其声，
如临其境。拟声修辞方式描摹
了人或事物的声响，活现了当
时的环境，突出了事物的特征，

使读者或听者有耳闻其声、身
临其境之感。

另外；汉语拟声词还有同
音双关的作用，使语言显得风
趣活波。这种独特修辞功能在
歇后语中表现尤为突出。

如：青蛙跳下水——“噗
咚”（不懂），臭鸽子——穷咕
咕。

汉语拟声词的这种独特修
辞功能在英语拟声词中却没
有。

如此一来，我们把象声词
添加到文章中，是不是觉得所
有的事物都活了起来？文章更
有趣了呢？赶紧试试吧！（学以
致用：）

（1）轰隆隆 呼呼 哗啦
（2）咯咯 嘿嘿 嘻嘻
（3）呜呜 噗哧 啪啪
孩子们：发挥你的聪明才

智，请用上其中一组象声词，合
理想象，对一件事情的叙述，或
一个场景的描写，用上几个象
声词吧。

珠海市香洲区
侨光小学 江晖

一提起中考作文，很多学生
和家长都有负重感。可是写出
一篇优秀的中考作文真的那么
难吗？其实是有方法可循的。
4月7日晚，由珠报融媒与香洲
学习型智慧校园共同举办的《中
考夜话》将邀请珠海市第八中学
语文老师魏雪倩、王瑞、王原全，
与家长和学生一起进行在线互
动，聊一聊中考作文的选材和题
目拟定。

魏雪倩，中学语文高级教
师，西南大学教育硕士，珠海市
第八中学语文科组长，“珠海市
青年骨干教师”获得者，珠海市
陈玲梅语文名师工作室导师。
曾荣获“珠海市教坛新秀”、“香
洲区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
号。工作19年来，一直奋战在
教育第一线。两次承担过有关

“考场作文写作”的课题。
王原全，珠海八中初二年级

主任，初中语文一级教师，毕业
于华南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
业，研究生学历。从教初中语文
教学十余年，主持过省、市专业
课题，并参加了国家级课题研
究，共在刊物发表多篇专业论
文，主编《现代文阅读解题攻
略》、《中考总复习》和《中考文言

文》等中考复习教辅。
王瑞，珠海八中语文教师，

珠海市刘芳语文名师工作室成
员。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多次参加
全国、省、市区级各类比赛获奖，
并撰写论文，出版刊物等。在教
学中，不断探索灵活、高效的教
学方法，是一名有着多年工作经
验的年轻教师。

记者在采访三位老师的过
程中了解到，中考作文的写作，
选材和拟定作文题，都是有窍门
的。学生的作文选材，如果不能
避免千篇一律的题材，即使写得
再卖力，可能也得不了很高分。
而在考场作文的题目拟定方面，
很多学生都缺乏技巧，题目拟得
太普通，不能吸引老师的眼球，
或者是不懂得“小题大做”的道
理，题目拟得太大，短短几百字
的中考作文无法承受，无形中拉
低了自己的得分。

如何在中考作文的选材和
题目拟定方面获得正确的思路，
运用科学的方法？4月7日晚的
互动直播，三位老师将与大家共
同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各位
家长及广大初三学生在线观看
并参与互动。

名师话中考:

中考作文的选材和题目拟定

3月 26日晚10点20分左
右，机动大队在柠溪双竹街设卡
查车。一辆粤C黑色日产小客
车沿兴柠路北往南方向缓缓驶
来，车上的司机头戴米白色鸭舌
帽，满头白发，一见交警查车神
情十分慌张，拼命将帽子往下
压，似乎在躲避交警。郑警官立
即上前将车辆拦停。

司机刚摇下车窗，一股浓浓
的酒味隐隐飘来，快速检测的酒
精探测器一直发出：“对不起，您
喝酒了”的信号。郑警官立即示
意司机下车接受检查。可这司
机下车的举动吓了郑警官一
跳。只见司机推开车门后，缓缓
伸出双脚后，右脚正常行走，但
左脚却是慢慢移动，就连左手也
是举止僵硬。

这行动不灵活还开车？郑警
官也是捏了一把汗，拿出酒精测
试仪让司机进行测试，结果远超
醉驾标准。郑警官立即将司机带
到人民医院进行血检，结果显示
为131.1mg/100mL，属于醉驾。

据了解，日产小客车司机姓
何，今年58岁，经营一家广告公
司。事发当天，何某一行6人组
团去广西旅游，当天中午在梧州
一间餐厅吃饭，期间喝了三两桂
林三花酒，酒足饭饱后在梧州城
内参观了一个多小时才打道回
珠海。因为何某几年前生了一

场大病，左边肢体偏瘫，手脚变
得不利索，回程一直是滴酒未沾
的朋友开车，可到朋友家时，何
某看着他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很是体贴地让他直接回家了。

朋友下车后，还提醒何某中
午喝了酒，记得叫代驾。可何某
却想着离家距离就500米，也就
一脚油门的事，更何况是中午喝
的酒，酒气肯定散得差不多，于
是自己坐上了驾驶座。直到何
某来到香洲区第十一小学门口
时，看到交警设卡查酒驾，这才
傻了眼，懊悔没听朋友的劝告。

何某身体不好，还要喝酒开
车，实在冒险！目前，交警部门
已将何某刑拘，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同时何某因醉酒驾驶，驾
驶证被吊销，五年内不得重考。
【法律依据】

根据《公安部令第 139 号》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第77
条规定，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癫
痫症、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癔
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
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
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不得申
领驾驶证，一经发现伪造虚假材
料申请，将依法追究申请人刑事
责任；若驾驶员在申领驾驶证后
身体条件发生变化，突发上述疾
病，一经发现后将注销驾驶证。

（杨小江）

患病男子醉驾被查
遵守法规莫存侥幸

爸爸爱喝酒，妈妈经常叮
嘱他，不要酒后驾车。

有一天，我和妈妈想了个
办法，用一幅漫画告诉爸爸酒
驾的危害。

那天爸爸下班回到家，手
里拿着一幅漫画，奇怪地问：

“这是谁放在我车上的啊？”我
和妈妈故意不回答。我坐在
爸爸身边，故意请教爸爸:

“爸爸，这幅漫画想表达什么
啊？怎么酒瓶子上还有导火
线？”爸爸说：“女儿啊，这漫画
是给醉驾的人敲响警钟的，喝
酒开车好比在车上点燃了炸
弹，随时可能爆炸，性命不保，
醉驾猛于虎！”我接上话题，对
爸爸说：“喝酒开车太危险
了！一旦发生重大事故，最可
怜的是孩子，失去了亲人，没

有了家庭的温暖。我可不想
做这样的孩子！”爸爸说：“不
会的，不会的！傻孩子,爸爸
多健康多安全啊！”

爸爸“中计”了，妈妈在我
们身后偷笑。我趁热打铁，对
爸爸说：“爸爸，虽然你没有酒
驾过，但是我们也要防患于未
然。你答应我，从现在开始喝
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能做

到吗？”
爸爸恍然大悟，不好意思

地摸着我头笑了。
从此，醉驾猛于虎！成为

我们家时常挂在最边的话，时
刻提醒我们：文明出行，喝酒不
开车。

高栏港平沙实验小学
三5班 张嘉怡
指导老师 廖新星

醉驾猛于虎

蚂蚁是随处可见的昆虫，
常见的不能再常见了，它们生
活在洞穴里，洞穴里有个储藏
粮食的地方，而我特别想知道
它们都储藏着什么？蚂蚁最爱
吃的又是什么？为了解开这个
谜，了解它们的最爱，我决定进
行一个实验，来看看什么是它
的最爱。

我的实验很简单，实验材
料是：一个杯子，一片小棉
花。巧克力酱、蜂蜜，二勺炼
奶。

开始做实验了，这个实验
估计需要半天，现在开始了！
首先把一片小棉花放到杯子
里，然后再把巧克力酱，蜂蜜，
炼奶都倒入杯子里，每个材料
都必须要分开，要不然味道就
会变怪。

这个过程需要等待，为了
看有没有蚂蚁过来光顾这个为
它们而做的实验，我特地把闹
钟调一小时响一次呢。

现在是下午三点半，我准
备去看蚂蚁了，我一想到这个

实验就要完成了，心里真是无
比的激动。

我激动的跑下了楼，去看
那里的蚂蚁，巧克力酱附近的
蚂蚁，估计十五至二十五只，炼
奶附近的蚂蚁估计有三十至四
十只，蜂蜜附近的蚂蚁，却只有
少数的十几只。

因此，我有两个结论。第
一个结论是：巧克力酱，蜂蜜和
炼奶都是含有糖量的，而吸引
最多蚂蚁的确是炼奶，最少的
是蜂蜜，蜂蜜是含糖量比较少

的，而炼奶的含糖量比蜂蜜更
高，所以，糖分高的食物蚂蚁更
喜欢。

第二个结论是：蚂蚁是种
天生喜爱甜食的昆虫，它们只
要一发现了甜食，触角就会不
自觉的硬了起来，这是蚂蚁发
现甜食的本领，所以呢，蚂蚁洞
里边的储藏室放的东西就是甜
食了。

高新区唐家小学
四（3）班 高钰青
指导老师 谢欣 危文明

蚂 蚁

江晖老师在授课江晖老师在授课

涉事男子何某涉事男子何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