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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教育写作不仅是教师工作的一

部分，也是教师基本的职业能力。但

是，部分教师对教育写作的重要性却

缺乏应有的重视。部分教师不重视

教育写作，有的重视却写不出文章，

瓶颈问题是找不到写作素材。没有

写作素材，不知道该“写什么？”即使

熟知各种文体的写作原理，也写不出

高质量的文章。

俗话说“教育无小事”。很多天

天发生、甚至时时发生的“小事”中，

都蕴含着教育契机及教育原理。从

写作角度而言，常规的教育“小事”，

是最接地气、最直观、最重要的写作

素材。如何将“小事”做成“文章”

呢？别无他法，只有对我们经历的一

件件“小事”进行认真思考，并用思想

提炼文字，才能把“小事”做成“大文

章”。

把“小事”做成“大文章”，需要挖

掘“小事”中蕴含的教育原理。以中

小学生的校服为例，对学校及家庭

而言，订做及购买校服似乎是一件

“小事”，但从教育研究及写作角度

而言，校服这件“小事”背后却蕴含

着深厚的教育原理。校服是学校物

质文化的一部分，是流动的文化符

号。如何让学校将“校服”作为育人

的载体之一，结合学校的培养目标、

地域文化、学校的历史等多种要素，

设计出既有审美价值、又有育人功

能的校服，让学生通过穿校服展示

学校的风采、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

审美的能力、穿出文化的力量。把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形成文字，就是

一篇关于校园文化建设的一篇“大

文章”。

把“小事”做成“大文章”，需要发

现“小事”背后的“大问题”。以学校

里普遍流行的行政化称呼为例，行政

化称呼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称呼问题，

但在有些人的潜意识里，称呼行政职

务似乎比称呼“老师”更加体面。一

些优秀教师把成长的方向定位在“当

干部”上，“教而优则仕”成为一种风

气，并不利于教育系统回归教育初

心，从而走向“行政化”。当我们把

“称呼”这件“小事”背后的“大问题”

挖掘出来后，就是一篇倡导“优秀教

师终身从教”的“大文章”。

把“小事”做成“大文章”，需要关

注并思考教育细节。教育细节在哪

里？细节在与他人的交流中，细节在

校园里的一物一景中，细节在学校教

学活动及教育改革的大局中，细节在

宏观教育政策调整时微观层面的细

微变化中。以“听课”为例，“听课”的

重要性人人皆知，但在部分学校，“听

课”成为一种鸡肋般的存在。为什么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问题出在将“听

课”当成一种管理形式及在管理过程

中的诸多细节中。例如：以量化的方

式规定教师听课数量，对听课数量的

考核以听课笔记为准，至于听的效果

如何，有没有听课后的教学研讨和反

馈？对于这些听课中的实质性问题，

要引起关注和重视。把对“听课”这

一教学活动中的所有细节进行智慧

思考，并形成文字，就是一篇“大文

章”。

教育写作的素材是非常丰富

的。对一线教师而言，如何在常规

的教育活动及学生间鸡毛蒜皮的

“小事”中找到写作素材，挖掘“小

事”背后的教育原理，把一桩桩“小

事”写成一篇篇“大文章”，是教师专

业成长的需要，是提升教育能力的

需要，是教育发展的需要。

在说到小学生的语文学习时，人

们有个一致看法：一二年级孩子的成

绩差不多，到了三年级就会出现明显

的层次划分。除了三年级所学的知识

由简单变得复杂多样外，“习作”的出

现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其实，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习语文

呈马鞍形，三年级处于马鞍形的低

谷。原因是多方面的：生字的回生率

高，到了错别字的高发期；学习内容增

加；教学坡度增高；最困难的是习作。

小学生习作存在“一难、二苦、三效率

低”的状况。原因颇多，如对习作教学

未取得共识；教材对训练的序与度不太

明确；要求学生自由习作，但小学生习

作是往往不自由的；每次习作用终极目

标，甚至是成人写作的终极目标去要求

学生；重文学性，轻工具性；重习作结

果，轻学生作业负担量的控制等。

教材提供了习作的内容即“写什

么”，通过每个主题单元引起学生习作

的意愿即“为什么写”，但每个主题单

元虽然在思想上有明确的指导方向，

对于习作而言却没有一个“序与度”的

整体把握，更没有习作的具体方法即

“怎么写”的指导。而“怎么写”才是

习作的落脚点。

通过长时间的探索研究，我尝试

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三年级课堂习作

教学方案，我把它叫做——线描化课

堂习作。

三年级即为小学的中段，是习作

教学的起步阶段。这时的学生已经有

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大量的字词，学

会了写话。进行习作教学是有可行性

的。他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不知道

怎样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用正确

的话表述出来；不知道怎样把口头语

转化为书面文字写下来。

在美术教学中，线描被不少教育

家公认为儿童学习美术的好途径。因

为它是平面的，符合孩子的思维模式和

绘画方式，孩子能够接受，画出的东西

怎样都很有趣。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孩

子运用线的能力会迅速提高，也就是造

型能力会迅速提高，画出来的东西就

“很像”，如此一来孩子就有兴趣。

孩子要把看到、听到、想到的用一

句话表达出来，需要经历复杂的心理

活动过程：1.观察、感知、认识，形成表

象；2.对观察对象展开思维，正确认识

事物本身及其与周围事物的关系；3.
提取（或学习）相应的词（概念）；4.提
取（或学习）相应的句型；5.调整好内

部语言后加以表达。而并非成人所想

象的那么简单。把美术线描的教学手

段运用到语文的习作教学中，一步步

分散习作的难点。最终达到教会学生

如何习作的目的。

首先，从单个静物描写开始。比

如：学生最熟悉的学习用具——文具

盒。它的外观怎样？它的材质如何？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等等。引导学生像

画素描一样，用文字把它描绘出来。

又比如：在教学习作《芦柑》时，将芦柑

带到现场，着重引导孩子观察芦柑，用

准确的词说出芦柑的大小、形状、颜色

等，再依照事物的逻辑顺序把看到的

芦柑外形用不同的句型表述出来；接

着，教会孩子从外到内的观察顺序，把

芦柑剥开之后还可看到什么；最后，给

每个孩子一个芦柑，让他们用手摸，用

鼻子闻，用嘴尝，调动各种感官去观察

芦柑。通过老师的引导，接通孩子知

识储备和实际事物之间的联系，让孩

子学会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所见

所闻所感。让孩子渐渐明白：写作文

就是写生活。

接着，进行多个静物的描写，重点

抓事物之间的联系、如何联系，再到简

单动作的描写，连续的复杂动作描写，

并将教材里要求写作的内容融入其

中，如：教材上有写小动物的内容，就

将其与静物和复杂的动作描写结合起

来，进行习作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老师的教学不能

代替学生的思维过程，而是训练思维

的过程。儿童写作的心理特点是成人

无法替代的。选材时还要注意内容应

生动、有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有

了写一句话的能力，才可能有写几句

话乃至一篇文章的能力。教师应有所

凭借地引导学生认识事物、训练语言，

展开讨论，如观察不仔细，可引导仔细

观察，指导他们正确遣词造句，用恰当

的语言文字表达，恰如照相的“对焦”，

对准那一点，否则模糊不清。在此过

程中，让孩子用心去感悟生活，文从字

顺地表达自己所想表述的东西和情

感，不无病呻吟、矫揉造作，从而受到

做人的启蒙教育。

生活即作文，作文即做人，在线描

化课堂习作教学研究和实施的过程

中，我有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教作文，就是教做人，不
说假话、套话。如：在写《我们的教室》
时，先做大扫除，让教室真正的整洁才
写出教室的整洁，而不是在乱七八糟
的教室里叫学生写出整洁的教室来。
教学生做人，老师要先做人，不断努力
提高自己，练好内功，扎扎实实抓好学
生的双基训练，做好孩子人生导向的
启蒙。

启示二：教师要先写下水作文，写
好教案。站在学生的角度去体验，体
会学生写作的困难。课前做好充分准
备；上课时，注意引导、接通、启发，唤
起儿童已有经验进行语言训练、作文
训练；培养儿童修改作文的能力，边说
边修改，如怎样选词、怎样调换词序
等。要求学生当堂课写完作文，避免
拖沓，形成良好写作习惯。课前准备
越充分，课堂效果越好。

启示三：面向全体学生，不让一个
孩子掉队。三年级的起步作文一定要
扎扎实实地训练，先入格，再出格，有
序有度、循序渐进，降低起点，优化过
程，才能提高终点。

习作教学一直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习

作教学不是孤立的，习作和阅读教学是紧

密联系、相互促进的。阅读具有吸收功能，

为作文提供样式；作文具有表达功能，体现

阅读的效果和水平。

叶圣陶认为：“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

吐。”崔峦也说：“在我们的语文教学中，一

方面要加强阅读教学；另一方面要加强读

写联系，做到读写渗透，读写结合。”可见，

把阅读教学和习作训练紧密联系起来，通

过读写结合，逐步提高学生的习作能力，是

语文大家的共识。阅读教学中，教师应根

据教材的内容，引导学生品尝积累，仿写练

笔；还可激发学生习作的兴趣，培养学生的

想象力，指导学生拓展练笔。

一、仿写练笔 悟得方法
选入小学课本的文章不乏经典之作，

其思想内涵、题材选择、文体安排、谋篇布

局、用词造句甚至标点符号的使用，无不构

思奇妙，独具匠心，正是学生模仿习作的好

范文。

教师可以根据教材的特点和阅读教学

中的实际，安排进行句式仿写、片段仿写，

也可以仿写作者的写作方法，仿写文章的

段落结构等。如教学《花的学校》一课，指

导学生仿照“雨一来，它们便放假了。”这样

的表达，来写一写：“清风一吹，他们……”

“蝴蝶一来，他们……”有学生这样写道：清

风一吹，花朵便跳起舞来。蝴蝶一来，花朵

便笑了……

又如教学《铺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一

课，指导学生仿照描写铺满金色巴掌的水

泥道的段落，写上学路上看到的景色。有

学生这样写：“我上学时，会走过一条芬芳

的水泥道。整洁的水泥道旁边，有一棵棵

茂盛的桂花树。一片片叶子绿得发亮，小

小的橙红色的花朵，一簇簇地开在枝头。

一点点红色点缀在绿叶间，散发出浓浓的

花香，真是让人陶醉！”

这些精彩的练笔，久而久之，积少成

多，学生的习作能力会不知不觉得以提

高。学了《海滨小城》，指导学生按“庭院”

描写的总分结构写一处景物；学了《美丽的

小兴安岭》，指导学生仿照课文四季的写

法，描写家乡一个季节的景色；学了《大自

然的声音》，指导学生模仿第 4 段，用总分

结构、排比句式，写一写“厨房是一个音乐

厅”“鸟儿是大自然的歌手”等等。

二、以写促读 提升能力
阅读教学中相机进行拓展练笔，不仅

可以提升学生的习作能力，同时练笔又为

阅读教学服务。它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课

文内容的理解，巩固学生对课文写作方法

的掌握，提高学生对课文美的鉴赏能力，深

化学生从课文中受到的思想情感陶冶，强

化学生知识的积累和掌握。

如学习小古文《司马光》，指导学生把

这篇古文改写成一篇现代文故事；学习了

《灰雀》，指导学生写写列宁和小男孩对话

的时候，他们各自心里想的是什么？……

通过习作，对阅读教学的进一步深化，能够

很好地帮助学生理解课文。

三、拓展练笔 激发兴趣
围绕课文内容进行的一些续写、扩写、

改写，更容易让学生跃跃欲试，乐而不厌。

学习了《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最后两

段：胡萝卜先生继续往前走，当他走过鸟太

太家的树底下，鸟太太正在找绳子晾小鸟

的尿布。胡萝卜先生的胡子刚好在风里飘

过……指导学生续写故事：后来发生了什

么？

有学生写道：“当鸟太太正在找绳子晾

衣服时，刚好瞅见了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

在风里飘动。‘呀，太好了，终于有一根绳子

可以晾宝宝们的衣服了。’鸟太太兴高采烈

地叫起来。话音刚落，鸟太太已经快速地

从家里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剪刀，只听到‘咔

嚓’一声，胡萝卜先生的胡子就断了一截，

可是胡萝卜先生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还是

继续往前走。

“在不远的幼儿园里，小朋友们正在玩

着跳绳呢！可惜的是绳子数量实在太有限

啦，好多小朋友只能排队等待。

“胡萝卜先生的胡子刚好在风里飘动

着。不知是哪个孩子第一个喊了出来：‘这

里有好长的绳子。’老师拿剪刀剪下来，每

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跳绳，他们玩得更开

心了！”

从这篇练笔中，我们在赞叹学生想象

力的同时，可以感受到，学生的练笔已成为

其自身的一种愉悦兴趣。

“融合·创新：新时
代的艺术管理”高峰论
坛举行

本 报 讯（记者 夏应霞）11 月

14-16 日，来自全国 70 余所高校的

220 余位专家、学者共聚蓉城，围绕

“融合·创新：新时代的艺术管理”进

行深入研讨。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

会长、北京大学教授彭吉象，中国艺

术学理论学会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

会长、山东艺术学院教授田川流，四

川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周思源

等出席论坛。

此次论坛围绕新时代艺术管理

的融合创新发展，以艺术管理学科建

设之融合创新、艺术与公共文化服务

之融合创新以及艺术与区域经济发

展之融合创新三个方向作为议题，以

专家主论坛、教师分论坛、主题论文

大赛、艺术管理教师金课竞赛、艺术

汇演、成都市双流区“一镇一艺术特

色”项目考察等形式，为新时代艺管

人推动艺术、艺术管理与社会有机融

合提供了重要平台。

青羊区：探索区域
教育评价改革

本报讯（记者 杜蕾）分数真的不

再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如何

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11 月

13日，第七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成

都市青羊区分论坛在成飞中学举行，

探讨如何扭住教育评价改革这个“牛

鼻子”，以评价改革为牵引，优化教育

治理体系。

本次青羊区域分论坛的主题是

“基于‘新人文教育’的综合评价改

革”。会议首次采用TED式主题演讲

形式，邀请七位来自青羊区的教育人

发言。他们从教育评价的顶层设计、

评价体系建设、评价创新手段、评价

信息技术、评价多元对象、评价关键

环节等维度，系统交流了成都市青羊

区在教育评价方面的区域实践经验

与成果。

主题演讲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高教所所长张男星进行了专家点

评和总结。论坛当天还邀请了长江

学者、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院长周海涛，全面解读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

线描化课堂习作教学探究
■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蔡胜

教研动态

教育写作教育写作：：把把““小事小事””做出做出““大文章大文章””
■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维煊

读写结合
助力习作

■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新桥小学 宋玲

蒲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