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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一篇，针对提供的两道启发题加以分析：

1. 

烟花惊艳烟花惊艳

想说的是今年大年三十的事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快一年，但印象很深，每一次
去小店理发，见到老板都忍不住想起这件事，而且会和他谈起。他总会哈哈大笑，笑声
回荡在小店里，让回忆充满暖意和快乐。

因为常去那里理发，我和这位老板很熟，其实，小区好多人图个方便，更图老板
手艺不错，都常去小店。大家都知道每年春节前是他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会坚持到大年
三十的晚上，一直送走最后一位客人，然后回江西老家过年。他买好了大年夜最后一班
的火车票，他说虽然赶不上吃团圆饺子，但这一天车票好买，火车上很清静，睡一宿就
到家了。

一般我不会挤在年三十晚上去理发，那时候，不是人多，就是他着急要打烊，赶
火车回家。但那几天因为有事情耽搁了，我一直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去他那里。时间
毕竟晚了，进门一看，伙计们都下班回家了，客人也早已经不在，店里只剩下他一人，
正弯腰要拔掉所有的电插销，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准备关门走人了。见我进门， 
他抬起身子，热情地和我打过招呼，把拔掉的电插销重新插上，拿过围裙，习惯性地掸
了掸理发椅，让我坐下。我有些抱歉地问他会不会耽误乘火车的时间。他说没关系，
你又不染不烫的，理你的头发不费多少时间的。

我知道，理我的头发确实很简单，就是剪一下，洗个头，再吹个风。不到半个小
时，就完活儿了。但毕竟有些晚了，还是有些抱歉。迎来送往的客人多了，理发店的老
板都是心理学家，一般都能够看出客人的心思。他看出我的心思，开玩笑对我说，怎么
我也得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这是我们店的服务宗旨。

就在他刚给我围上围裙的时候，店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女同志，急急地问：还能
做个头吗？我和老板都看了看她，三十多岁的样子，穿着件墨绿色的呢子大衣，挺时尚
的。我心想，居然还有比我来得更晚的。老板对她说：行，你先坐，等会儿！那女人边
脱大衣边说，我一路路过好多家理发店都关门了，看见你家还亮着灯，真是谢天谢地。

等她坐下来，我替老板隐隐地担忧了。因为老板问她的头发怎么做，她说不仅要
剪短，要拉直，而且关键是还要焗油，这样一来，没有一个多小时，是完不了活儿的。
等她说完这番话时，我看见老板刚刚拿起理发剪的手犹豫了一下。

显然，她也看出来了老板这一瞬间的表情，急忙解释，带有几分夸张，也带有几分
求情的意思说：求您了，待会儿，我得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见他妈，是我第一次到他家，
而且还是去过年。虽说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但你看我这一头乱鸡窝似的头发，跟聊
斋里的女鬼似的，别再吓着我婆婆！

老板和我都被她逗笑了。老板对她说：行啦，别因为你的头发过不好年，再把对象
给吹了。

她大笑道：您还是真说对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是属于“圣（剩）斗士”了，找这
么个婆家不容易。

我知道，老板的时间紧张，便赶紧向老板学习，愿意成人之美，让出了座位，对老
板说：你赶紧先给这位美女理吧，我不用见婆家，不急。她忙推辞说，那怎么好意思！ 
我对她说，老板待会儿还得赶火车回家过年。她说，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但我抱定了英
雄救美的念头，把她拉上了座位，然后准备转身告辞了。老板一把拉住我说，没你说得
那么急，赶得上火车的。正月不剃头，你今儿不理了，要等一个月呢！我只好重新坐
下，对老板说，那你也先给她理吧，我等等，要是时间不够，就甭管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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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的感谢，开始从老板转移到我的身上。我想别给老板添乱了，人家还得赶火
车回家过年呢，便想趁老板忙着的时候，侧身走人。谁知悄悄拿起外套刚走到门口， 
老板头也没回却一声把我喝住：别走啊！别忘了正月不剃头！看我又坐下了，他笑着
说，您得让我多带一份钱回家过年。说得我和那女人都笑了起来。

老板麻利儿地做完她的头发，让她焕然一新。都说人靠衣服马靠鞍，其实人主要靠
头发抬色呢，尤其是头发真的能够让女人焕然一新。但是，时间确实很紧张了，老板招
呼我坐上理发椅时，我对他说，不行就算了，火车可不等人。老板却胸有成竹地说， 
没问题，你比她简单多了，一支烟的工夫就得！

果然，一支烟的工夫，发理完了。我没有让他洗头和吹风，帮他拔掉电插销， 
关好水门和煤气的开关，拿好他的行李，一起匆匆走出店门的时候，看见那位女人正站
在门前没几步远的一辆汽车旁边，挥着手招呼着老板。我和老板走了过去，她对老板说： 
上车，我送你上火车站。看老板有些意外，她笑着说，走吧，候着您呢。老板不好意思
地说，别耽误了你的事。女人还是笑着说，这时候不堵车，一支烟的工夫就到。

汽车欢快地开走了。小区里，已经有人心急地放起了烟花，绽放在大年夜的夜空， 
就像突然炸开在我的头顶，挺惊艳的。

感谢肖复兴先生对国际教育的大力支持

(一)	分析作者如何围绕故事的中心意义来塑造人物。

(二)	分析作者如何制造故事的气氛，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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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说话说话

两棵树在说话
他们的语言
忧郁的时候是落叶
爱慕的时候是小花

两块石头在说话
他们的语言
消极的时候是青苔
积极的时候是反光

我想和那棵树说话
但我不知道用什么文字
我想与石头说话
但我不知道用什么声音

我真的好累
我想和那个姑娘说话
但我不知道用哪颗心脏
我想和影子说话
但是我不知道用黑色还是用白色

我真的好累
植物与动物说话的时候
用无声也能听懂
但是我与你说话的时候
无论是用血还是泪
听起来都是风

陈仓《中国诗人俱乐部作品选：大诗歌（2011卷）》(2015)

(一)	分析诗歌如何探讨“说话”（亦即“交流”）这一问题。

(二)	分析意象与其他文学手法在诗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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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一篇，針對提供的兩道啟發題加以分析：

1. 

煙花驚艷煙花驚艷

想說的是今年大年三十的事情。雖然事情已經過去了快一年，但印象很深，每一次
去小店理髮，見到老闆都忍不住想起這件事，而且會和他談起。他總會哈哈大笑，笑聲
回蕩在小店裏，讓回憶充滿暖意和快樂。

因為常去那裏理髮，我和這位老闆很熟，其實，小區好多人圖個方便，更圖老闆
手藝不錯，都常去小店。大家都知道每年春節前是他生意最好的時候，他會堅持到大年
三十的晚上，一直送走最後一位客人，然後回江西老家過年。他買好了大年夜最後一班
的火車票，他說雖然趕不上吃團圓餃子，但這一天車票好買，火車上很清靜，睡一宿就
到家了。

一般我不會擠在年三十晚上去理髮，那時候，不是人多，就是他著急要打烊，趕
火車回家。但那幾天因為有事情耽擱了，我一直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才去他那裏。時間
畢竟晚了，進門一看，夥計們都下班回家了，客人也早已經不在，店裏只剩下他一人，
正彎腰要拔掉所有的電插銷，關好水門和煤氣的開關，準備關門走人了。見我進門， 
他抬起身子，熱情地和我打過招呼，把拔掉的電插銷重新插上，拿過圍裙，習慣性地撣
了撣理髮椅，讓我坐下。我有些抱歉地問他會不會耽誤乘火車的時間。他說沒關係，
你又不染不燙的，理你的頭髮不費多少時間的。

我知道，理我的頭髮確實很簡單，就是剪一下，洗個頭，再吹個風。不到半個小
時，就完活兒了。但畢竟有些晚了，還是有些抱歉。迎來送往的客人多了，理髮店的老
闆都是心理學家，一般都能夠看出客人的心思。他看出我的心思，開玩笑對我說，怎麼
我也得送走最後一個客人，這是我們店的服務宗旨。

就在他剛給我圍上圍裙的時候，店門被推開了，進來一位女同志，急急地問：還能
做個頭嗎？我和老闆都看了看她，三十多歲的樣子，穿著件墨綠色的呢子大衣，挺時尚
的。我心想，居然還有比我來得更晚的。老闆對她說：行，你先坐，等會兒！那女人邊
脫大衣邊說，我一路路過好多家理髮店都關門了，看見你家還亮著燈，真是謝天謝地。

等她坐下來，我替老闆隱隱地擔憂了。因為老闆問她的頭髮怎麼做，她說不僅要
剪短，要拉直，而且關鍵是還要焗油，這樣一來，沒有一個多小時，是完不了活兒的。 
等她說完這番話時，我看見老闆剛剛拿起理髮剪的手猶豫了一下。

顯然，她也看出來了老闆這一瞬間的表情，急忙解釋，帶有幾分誇張，也帶有幾分
求情的意思說：求您了，待會兒，我得跟我男朋友一起去見他媽，是我第一次到他家，
而且還是去過年。雖說醜媳婦早晚得見公婆，但你看我這一頭亂雞窩似的頭髮，跟聊
齋裏的女鬼似的，別再嚇著我婆婆！

老闆和我都被她逗笑了。老闆對她說：行啦，別因為你的頭髮過不好年，再把對象
給吹了。

她大笑道：您還是真說對了，我這麼大年紀，也是屬於“聖（剩）鬥士”了，找這
麼個婆家不容易。

我知道，老闆的時間緊張，便趕緊向老闆學習，願意成人之美，讓出了座位，對老
闆說：你趕緊先給這位美女理吧，我不用見婆家，不急。她忙推辭說，那怎麼好意思！
我對她說，老闆待會兒還得趕火車回家過年。她說，那就更不好意思了。但我抱定了英
雄救美的念頭，把她拉上了座位，然後準備轉身告辭了。老闆一把拉住我說，沒你說得
那麼急，趕得上火車的。正月不剃頭，你今兒不理了，要等一個月呢！我只好重新坐
下，對老闆說，那你也先給她理吧，我等等，要是時間不夠，就甭管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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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的感謝，開始從老闆轉移到我的身上。我想別給老闆添亂了，人家還得趕火
車回家過年呢，便想趁老闆忙著的時候，側身走人。誰知悄悄拿起外套剛走到門口， 
老闆頭也沒回卻一聲把我喝住：別走啊！別忘了正月不剃頭！看我又坐下了，他笑著
說，您得讓我多帶一份錢回家過年。說得我和那女人都笑了起來。

老闆麻利兒地做完她的頭髮，讓她煥然一新。都說人靠衣服馬靠鞍，其實人主要靠
頭髮抬色呢，尤其是頭髮真的能夠讓女人煥然一新。但是，時間確實很緊張了，老闆招
呼我坐上理髮椅時，我對他說，不行就算了，火車可不等人。老闆卻胸有成竹地說， 
沒問題，你比她簡單多了，一支煙的工夫就得！

果然，一支煙的工夫，髮理完了。我沒有讓他洗頭和吹風，幫他拔掉電插銷， 
關好水門和煤氣的開關，拿好他的行李，一起匆匆走出店門的時候，看見那位女人正站
在門前沒幾步遠的一輛汽車旁邊，揮著手招呼著老闆。我和老闆走了過去，她對老闆說： 
上車，我送你上火車站。看老闆有些意外，她笑著說，走吧，候著您呢。老闆不好意思
地說，別耽誤了你的事。女人還是笑著說，這時候不堵車，一支煙的工夫就到。

汽車歡快地開走了。小區裏，已經有人心急地放起了煙花，綻放在大年夜的夜空， 
就像突然炸開在我的頭頂，挺驚艷的。

感謝肖復興先生對國際教育的大力支持

(一)	分析作者如何圍繞故事的中心意義來塑造人物。

(二)	分析作者如何制造故事的氣氛，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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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說話說話

兩棵樹在說話
他們的語言
憂鬱的時候是落葉
愛慕的時候是小花

兩塊石頭在說話
他們的語言
消極的時候是青苔
積極的時候是反光

我想和那棵樹說話
但我不知道用什麼文字
我想與石頭說話
但我不知道用什麼聲音

我真的好累
我想和那個姑娘說話
但我不知道用哪顆心臟
我想和影子說話
但是我不知道用黑色還是用白色

我真的好累
植物與動物說話的時候
用無聲也能聽懂
但是我與你說話的時候
無論是用血還是淚
聽起來都是風

陳倉《中國詩人俱樂部作品選：大詩歌（2011卷）》(2015)

(一)	分析詩歌如何探討“說話”（亦即“交流”）這一問題。

(二)	分析意象與其他文學手法在詩中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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