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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为了帮助同学们写好作文、提高写作的
能力，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学作文应用
手册》。
o 为了方便查阅和应用，我们把本书分为
三部分：
(一) 第一部分：实用词汇。这一部分分
为人体、情感、言行、道德、景
色、动物、植物、建筑、交通工
具、物品、生活、活动计十二类，
共收常用词汇五千多个。
(二) 第二部分：精彩段落。这一部分也
和第一部分一样分为十二类，共收
作文精彩段落一千多条。
(三) 第三部分：优秀范文。这一部分将
收集的优秀范文加以分类，计为记
叙文、论说文、描写文、抒情文四
类，方便同学们参考学习。
p 阅读本书，同学们可以学习、认识实用
的作文词汇，从而更准确地运用这些词
汇。通过所收集的各类精彩段落和优秀
范文，同学们可以学习作者观察事物的
方法、运用文字的技巧，从而提高自己
的观察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1)

q 同学们应该知道，要写好作文，必须多
读、多观察、多思考、多练习。希望
同学们在使用本书时，要经过思考、选
择，结合自己的需要，灵活运用，不要
囫囵吞枣、生搬硬套。
r 本书所引用的段落，因出处太多而无法
一一注明，在此谨向有关的作者和出版
社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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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欢迎各校老师能推荐本书给学生，同时
不吝赐教，提供意见，以便再版时能加
以修订、改进。

·罗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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