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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写作文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是件难

事，容易把作文写得像记流水账。每

次写作文，就在那里抓耳挠腮，有时写

到一半就没东西可写了，开始挤牙膏

似的写作，凑字数。

写作是有技巧的，但又不只是老

师每天念叨的开篇点题、结尾升华、内

容翔实、前后连贯。必须要把写作技

巧和写作思路结合起来，才能写出好

作文。

写作文首先必须解决素材的问

题，素材没选好，作文自然大打折扣。

写好人、好事只写扶老奶奶过马路；写

亲情就写生病了爸爸妈妈怎么送我去

医院。这种素材不仅千篇一律，而且

脱离生活实际，很难写得出彩。

那么，应该怎么选择素材呢？审

题之后，我们可以在本子上画思维导

图来进行发散，找到无数和题目相关

的素材，然后在其中选择一个最新颖、

自己最拿手的素材来写。比如，要写

有关炒菜的作文，通过思维导图发散，

就可以找到有关食材、烹饪方式的几

十个素材，从中自然能找到一个与众

不同的材料。

写作的时候，我们还要充分调动

“五感”——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

觉。这五种感觉会带给我们不同的体

验。写作需要打开所有的感官，去感

知世界，再把丰富多样的素材用到作

文里面，这样就会营造出差异化和多

元化，增加作文的层次感。

比如用五感法写桔子，视觉：妈妈

买回一箱砂糖桔,一个个扁圆的桔子好

像一盏盏橙色的小灯笼，颜色新鲜美

丽。触觉：我迫不及待地伸手拿起一

个桔子仔细观察，桔皮表面有许多小

小的凸起，用手一摸，疙疙瘩瘩的,非常

粗糙。嗅觉：我掰开桔子皮，顿时一股

清香扑鼻而来。触觉＋味觉：桔皮里

面，10个软软的小桔瓣像10个可爱的

小月亮整齐地围坐一圈，我剥下几瓣

放到嘴里，香甜的汁水溢满口腔。这

样写出的文章既新颖又不落俗套，层

次分明，条理清楚，让人眼前一亮。

在作文中，动词运用也非常重要。

可以通过动词来控制节奏，想要节奏

快，就一个动词接一个动词；想要节奏

舒缓，就在动词之间插入一些别的话。

有时还可以把一套很快的动作，进行慢

镜头播放，会更有一番滋味。

比如写打篮球投篮，这套动作一

般很快，瞬间就完成了。但如果通过

慢镜头，把动作进行分解，就更能看出

一个运动员高超的水平：“这时候，轮

到我了。我大步走过去，转身拿起一

个篮球，用力拍了两下，定了定神。我

沉稳地站好，眼睛死盯着篮筐，瞄准目

标，双手用力一投，只见篮球先是绕着

篮筐边上转了一圈，然后掉进去，落在

地上。我高兴得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默默为自己加油。

除了立意和感官、语言的运用之

外，写作文，结构也是关键，不能松松

垮垮。一般写作有4种结构：总分、并

列、承接、对照。要根据不同的素材，

用不同的结构。在动手写作之前，脑

海中就要把结构想好，或者用思维导

图画好，这样才不会“东一榔头西一棒

槌”。

好作文三分靠写，七分靠改。很

多孩子写完作文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觉得修改作文是老师的事情，导致作

文里面经常出现病句、错别字等。只

有精雕细琢，才能写出好作品。

小朋友的作文，也可以是
好的文学作品

初见邱易东，聊起日常写作，他说：

“日记充满了真实的情感。但这样的写

作像野马一样放纵情感，很难再做到表

达上的文学性。”在邱易东看来，优秀的

文学写作需要真实的情感体验，有感而

发，而如何“发”才能将心中所思充分地

以作品呈现，就涉及到写作的方法。

“小朋友的作文，也可以是好的文

学作品。”出于这样一种想法，10 年

前，在邱易东开始创作 《镜子里的

我》 的第一篇“作文”时，就确定了

自己的目标：完成一本能真正帮助孩

子们创作的书。

全书分为《我》《你》《他》《它》4个篇

章，从内心到外部世界，从亲朋好友到

同学、老师，再到花草树木、山河湖海，

现实与梦境，以平常的生活为题材，完

整地呈现出了一个人的写作感受。

怎样把自己的感受写好，把事件写

精彩，把人物写“活”？答案就从这些

“范文”中去找。邱易东还专门在文章

后面附上“作者的话”，把自己是怎么选

题、怎样提炼，怎样组织语言、篇章的过

程教给小读者，帮助他们实现从读到写

的突破。

每一篇文章，邱易东都以一个孩子

的视角和立场来写作。在他看来，真实

的体验、感受，是创作的基础。

写人的一篇《舞神奶奶》，就是一个

把原作全盘推翻之后创作出的故事。

为什么要全盘推翻？邱易东的理由很

简单：不够真实。

之前的版本是这样一个故事：大

年三十的夜晚，饭桌上，妈妈为几个

月前去世的奶奶摆上了一副碗筷。看

着身旁空荡荡的座位，小主人公回忆

起了奶奶生前的许多事情，总是给

“我”做好吃的、带“我”去公园里

玩、还会抱怨现在过年越来越没有

“年味”了。……

这时，妈妈突然拿出一个红包，说

是奶奶临终前为“我”准备的，因为这个

春节，奶奶没办法陪“我”一起过了。

“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难过，很感

动？但是你再回味一下，就别扭了。”邱

易东说道，“摆碗筷，是不是有点做作？

奶奶去世的时候怎么还会想到给‘我’

准备红包？”

即便这个故事富有戏剧性，能暂时

地打动人，但如果它缺少了真实性，也

是经不起回味的。

于是，邱易东把这一版写的“奶奶”

推翻，开始到处搜集“真实的奶奶”的消

息。

当代中国的老年人，最典型、最火

爆、最流行的是什么？广场舞。脑海中

出现了这么几个新闻：音乐扰民、抢占

地盘。接着，他脑海中又出现了自己看

过的广场舞，节奏感强烈，动作简单、整

齐，还有广场边上“围观”的路人。……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泸州古

蔺，看到了全县的爱好者齐跳广场舞的

震撼场景。广场上，沉沉的暮色中，领

舞者自信优美的舞姿、翻飞的洁白衣

袖，给邱易东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于是，他当即就把这位领舞确定为“奶

奶”的原型。

确定了“舞神”的形象，再就是

补充细节。作为奶奶的孙子，“我”能

见到的奶奶绝不止广场上跳舞的一

面。于是，邱易东把切入点放在家庭

中，写奶奶是如何热爱跳舞，以至于

拖地也像在跳舞、洗碗也像在跳舞

……之后，小孙子终于有机会来到广

场上看奶奶跳舞：“我”看入了迷，奶

奶跳着跳着，“像一团红色的火焰”

“像宇宙中旋转的星云”。

这一篇，最后的想象进入了宇宙，

却比之前那个版本更加真实、灵动。“故

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其中的形象都是基

于真实的现实而创作的。”邱易东说。

写作，应是“运用”而非
“套用”词语

长期担任学生作文、儿童文学奖项

的评委，邱易东发现，许多孩子的作文

都有程式化、偏好“意义”的弊病。

程式化，包括篇章结构上的，比如，

写人物要先写外貌，再写性格，用一两

件事来说明；也包括用词上的，写妈妈，

眼睛总是“大大的、炯炯有神的”，要不

就是“虽然不大，但十分有神的”，头发，

无非也是长短与卷直的排列组合。

在一堂写作课上，一个六年级女孩

的话让邱易东记忆犹新。女孩说，听说

写作文是写妈妈，让她无比开心，因为

她特别爱妈妈，很想把妈妈写好。动笔

了，她按照老师教她的方法去写，大眼

睛、长头发、很爱我……但写着写着，她

发现，好像有点不对劲：“我的妈妈不在

这里了。”

一些孩子的妈妈像“变色龙”；一些

孩子的妈妈像“老虎”；一些孩子的妈妈

像“绵羊”。……可看来看去，似乎所有

的“妈妈”都差不多。究其根本，邱易东

认为，是这种“用词语写作”的作文思维

在作祟。孩子们学会了词语，学会了搭

配，在写作时不是“运用”而是“套用”，

作文就会变得千人一面，失去了自己的

特色。

另一个弊病是对“意义”的偏好。小

学生常写的作文类型“做一件好事”“从中

我学到了××”等，都可以归为这一类。写

这类文章，首先，孩子们一定会去找这类

“有意义”的事情做，做了之后，写作时就

会刻意地往“意义”上靠。

程式化写作、对“意义”固执地追

求，孩子们在写作时只能想起有关写作

的知识和技能，只会堆砌好词好句，写

重复、老套的作文。缺乏真情实感的写

作，无法激发孩子的生命能量，也无法

提高孩子的审美水平。

“不是说追求‘意义’不好，而是就

算写‘意义’，也一定要建立在真实的经

历和体验之上。”邱易东反复提及“真

实”两个字，“写作，一丝一毫都不能离

开真实。”

邱易东在创作《看风景的孩子》一

文，就是在告诉孩子们，意义无须刻

意。一个在假期去乐山大佛的孩子，因

为人太多什么也没看到，写不出来游

记，被爷爷批评“没长眼睛”，觉得很委

屈。

为了证明自己是真的“什么都没看

到”，小主人公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太

阳火辣，自己顶着一头热汗，只能看见

大人的腰和屁股；好不容易排队到了大

佛旁边，还来不及仔细看看，就被后边

的人催促着继续往下走；到了江边，还

是看不见大佛的脸，“我”一转头看见了

骑在爸爸脖子上的妹妹，心想：她一定

能看得清楚吧。

讲到这里，他才惊觉，自己已经口

述出了一篇作文，这就是他看到的真实

的风景。

邱易东认为，写作之前不能“意义

先行”，去哪里玩，所见即风景。相比景

色本身，旅行的体验是更重要的，只要

从自己的真实感受出发，也只有从自己

真实的体验出发，文章才能真实、生动。

好的作品能传达出作者
的情感

怎样才能写好作文？邱易东给出

的答案很简单：真情实感，有感而发。

写作建立在真实的体验之上。只

要在生活的人，就会有感受，而感受，是

写作的开始，也是关键。好的作品能传

达出作者的情感。

邱易东十分喜爱李白的作品。在

他看来，李白写的不是单纯的景色，而

是他眼中的景色，也是有他在其中的景

色。“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

复乐，陶然共忘机。”与友人相聚的欢

愉、诗人潇洒的性格，全都在松风星河

之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那种

孤寂却宁静的情境，穿越百年，依然能

感染读者。

当决定用文字来写作，无论是一件

事、一个物还是一个人，都需要形象。

用脑海中一个个的形象创设出情境，借

用文字为载体，让心中所想流淌至笔

尖。

怎样选择形象，创设情境？当被问

起选择的形象，是否应为回忆中印象最

为深刻的时，出乎意料地，邱易东给出

的答案是否定的。“不需要选择。仅仅

是回忆，就够了。”在邱易东看来，形象

的选择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回

忆一件事，最先想起的那个，就是这件

事的“标签”。

记者试着用这种方式回忆了一次

自己的古镇游，那次出行变得有意思的

不是老房子，也不是当地的特色小吃，

而是旅途中的阳光，夜晚的风声、水声，

和侵入发肤的凉意。

连续闪过的几个形象或场景，围绕

它们来展开，足以撑起一篇文章的情感

能量，无须纠缠于它们是否有“意义”。

邱易东还提到，在感受形象的过程

中，要注意触摸内心产生的想象和联

想。做好了这一点，文章才会变得更加

丰富，产生审美的张力和感人的力量。

他用桌上的杯子来举例：“‘杯子立

在桌上’，这不是感受。‘我看见杯子’，

这才是感受。‘我看见杯子戴着一个红

色的帽子’，这是有了进一步的感受。”

感受不是说结果，而是在获得这个结果

前的体会过程。在纸上呈现的过程，是

能看见“人”的。

完成了情感的积蓄、形象的选择、

情境的创设，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些都变

成文字。要实现他们的有效转化，就需

要大量的阅读，阅读好文、好诗，学习其

切入的视角，行文的节奏，学习如何表

达才能让胸中的形象有效地向笔尖的

文字转化。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

用自己视角的“针”，牵引着感受的

“线”，把感受所及的具体形象，连缀在

画面中，让形象和画面替自己表达情

感。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这样面对

世界和生活，也就是说，都在以具体的

人和事获得自己的感受，只要真实地表

达，就会成为精彩的作品。

精雕细琢精雕细琢，，作文告别作文告别““流水账流水账””
■ 文奇 吴静

《《镜子里的我镜子里的我》，》，儿童文儿童文
学家邱易东的新作学家邱易东的新作。。今年今年44
月出版至今月出版至今，，已经印刷了已经印刷了33
次次。。邱易东说邱易东说，，这是一本送这是一本送
给所有小朋友给所有小朋友、、所有所有““写作写作
的人的人””的书的书。。

这本书里有三十多篇这本书里有三十多篇
““作文作文”、”、六七首童心小诗六七首童心小诗，，
都是小学生内心和生活的都是小学生内心和生活的
真实写照真实写照：：照镜子照镜子、、吃饭吃饭、、睡睡
觉觉、、做梦做梦，，和自己吵嘴的弟和自己吵嘴的弟
弟弟、、舞王级别的奶奶舞王级别的奶奶、、同桌同桌
小胖小胖、、敲门的老人敲门的老人、、参观动参观动
物园和博物馆物园和博物馆。。…………

然而然而，，看似简单的题看似简单的题
材材，，每一篇都经过了精雕细琢每一篇都经过了精雕细琢：：生动精准的语言生动精准的语言，，鲜鲜
活的形象和画面活的形象和画面，，让熟悉不过的人让熟悉不过的人、、见惯不惊的小见惯不惊的小
事变得充满了趣味和独特的魅力事变得充满了趣味和独特的魅力。。

每一篇每一篇““作文作文”，”，邱易东都会花上几个月来打邱易东都会花上几个月来打
磨磨。。这样一本小书这样一本小书，，从动笔到出版从动笔到出版，，前后竟有前后竟有1010年年
之久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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