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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作文水平， 是每一个老师和
学生都关心的问题， 作为长期在语文教学
一线工作的老师， 笔者从以下六个方面初
步总结了写好作文的基本技巧。

一、增强自信，万丈高楼平地起
写作文首先要有自信， 自信源于我们

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做个有心人。 首先，用心
揣摩每一篇课文， 不论是鲁迅的杂文还是
朱自清的散文，或是赵丽宏的游记等，都要
反复阅读，仔细品味，进行多方位、多角度
的鉴赏，对写作文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其次，应课内课外两手抓，课外读物以名家
名作为主，古今中外经典，广泛涉猎；最后，
应多作摘录，尝试运用，日积月累，作文水
平自然看涨。

二、拔高立意，不畏浮云遮望眼
文章立意要高，足以撼动人心；立意不

高，对读者的影响不深，启发不够。 凭借忧
国忧民的情怀，《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得
以流传后世、彪炳千秋，一句“先天之忧而
忧”令多少仁人志士折服。 中小学生要跳出
个人小圈子，放眼世界，关心时事，心有国
家、有民族，文章才有高度，切不可孤芳自
赏。

三、精巧构思，出人意料味悠长
巧妙的构思，往往能吸引读者，提高对

作文的认可度。 当代语文名师邓彤举过一
个有关构思的例子： 一篇学生习作记叙美
俄两国举行斗犬比赛，比赛的那一天，美国
犬一口就把俄国犬吞了下去， 俄国人百思
不得其解，文章结尾解开谜团：美国人把一
条鳄鱼整形成了一条腊肠犬。 ”这个习作出
彩之处主要在于构思的巧妙， 达到了出人
意料的效果。 同样，写乞丐，设计一段乞丐
与残疾人之间的对话，乞丐说：“我比你好，
我四肢健全。 ”残疾人说：“我和你不一样，
我只是身体残疾，而你不是……”乞丐没想
明白，残疾人已经走远了。 这个对话既揭示
了人格差异，又打破了惯有的同情思维。

四、巧抓细节，标新立异二月花
如果没有细节描写，文章既不生动，也

不感人。 说到细节描写，朱自清先生的《背
影》中“望父买橘”一节，作者用一组动词

“攀、缩、微倾、探、爬”，把父亲为其买橘的
艰难、爱子之情写得非常细腻。《水浒传》
第三回“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施耐庵写鲁
达三拳打死镇关西， 是细节中的细节，三
拳分别打在镇关西的鼻子、 眼眶际眉梢、

太阳穴，一拳重过一拳，拳拳到肉，打得痛
快淋漓，再加上形象的比喻，鲁达嫉恶如
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性格被塑造得异
常鲜明。

五、妙捉心理，跌宕起伏见真情
心理描写在写作中往往能起到化平凡

为神奇的作用。 季羡林老先生那篇《永久的
悔》，回家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情景：“当我从
济南赶回清平奔丧的时候,看到了母亲的棺
材,我真想一头撞死在棺材上,随母亲于地
下。 我后悔,我真后悔,我千不该万不该离开
了母亲……” 学界泰斗季羡林以如此朴实
的心理独白，表达对生身母亲去世的痛悼，
催人泪下；《小巷深处》，林莉内心那深情的
呼喊：“妈妈，我回来了，我已经回来了……
还记得家里厚重的木门栓， 还有……那条
深深的小巷。 ”与其说是女儿回到母亲的身
边，不如说是女儿情感的回归。

六、个性语言，与众不同有特色
文章和人一样， 千人千面， 世界才精

彩。 不同的人，使用语言有差别，陆游写梅
花“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突出梅
花的坚贞与孤傲； 毛泽东“待到山花烂漫
时，她在丛中笑”，借梅花表现乐观向上的
革命情怀，且坦言是“反其意而用之”。 中学
生不妨去学习、去品味、去模仿。

带着问题探究“约分”
课程：五年级数学课
授课老师：易礼国
地点：浏阳市奎文实验小学
时间：2017 年 5 月 12 日

“这节课学习‘约分’，‘约分’是一个全
新的知识， 请大家根据以往的学习经验想
一想， 关于‘约分’ 我们有什么学习任务
呢？ ”课一开始，易礼国老师就开门见山地
说。

学生张斯米拉说：“我们首先要搞清楚
‘约分’的意义，也就是什么叫‘约分’？ ”

学生刘涵说：“我想知道‘约分’有什么
作用？ ”

学生陈家强说：“我觉得在知道‘约分’
的作用之前， 我们还得掌握‘约分’ 的方
法。 ”

……
易礼国老师说：“将大家说的总结起

来， 这节课我们的学习任务主要有 3个：知
道什么叫‘约分’，学会‘约分’，明白‘约分’
有什么用。 ”

易礼国老师接着说：“一个新的数学知
识需要很多的旧知识作铺垫，那为‘约分’
这个知识的学习作铺垫的都有哪些旧知识
呢？”易礼国老师边介绍边在黑板上写道：1、
分数的基本性质；2、公因数（最大公因数）；
3、互质数（公因数只有 1的两个数）。

那么，‘约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题提出后， 课堂有了片刻的安静， 不久
后，学生汤继海举起了手，他说道：“我认为

‘约分’就是把一个分数变小。 ”话音刚落，
学生陈家强又迫不及待地补充道：“不是把
分数变小，而是把分数的分子、分母变小，
分数的大小是不能变的。 ” 易礼国老师追
问：“为什么呢？ ”陈家强继续说：“根据分数
的基本性质，就是这样的，老师你的条件里
不是有这一条吗？ ”

学生们对此都表示赞同。“那根据分数
的基本性质，也可以把分子、分母同时扩大
呀，你们为什么只说到变小呢？ ”易礼国老
师故意问道。

这次举手的学生多起来了， 学生王娴
雅说道：“老师，你给我们的条件中有‘最大

公因数’这一条，我想肯定是把分子分母同
时除以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这样不就把分
数的分子分母都变小了吗？ ”易礼国老师表
示赞同， 学生王永科又补充道：“老师，‘约
分’中的‘约’就是‘节约’的意思，肯定是把
分子分母变小才能节约嘛。 ”他的想法把大
家都逗乐了。

开心过后， 易礼国老师在学生们的想
法上作阶段性小结：“通过刚才的讨论，我
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约分’ 就是根据分数
的基本性质， 把一个分数的分子分母都变
小，使分数变得比较简单，但分数的大小不
能改变，可是我给大家的条件中，还有‘互
质数’没有应用到‘约分’中来，大家继续想
想，它在‘约分’中可能会有什么用呢？ ”

学生信心满满， 在易礼国老师的带领
下继续自我探索约分的本质以及方法。

这就是一堂“种子课”，让学生带着问
题自己探索知识， 这不仅是学生学习自主
性的体现， 更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
新意识。

本报记者 彭静

记得那是一堂语文写字课，按照以往的常规
教学，我让学生先观察，然后跟随我在空中描，接
着我在黑板上范写，学生再练写。 当我在黑板上
范写“繁”字时，刚刚写到第四笔“横折钩”，学生
七嘴八舌地喊起来，“老师写错了”“老师这个字
您写错了”……

当时我很纳闷，心想：没写错呀！我仔细看了
看，问道：“是笔顺错了吗？ ”一个学生站起来说：
“老师，不是笔顺错了，这个字的竖不出头，并且
没有钩。 ”我一听更纳闷了，说：“不可能，这个字
老师都写了 20多年了，上下结构，上半部分是个
‘敏’字。 ”

听我这么一说， 有的学生在下面小声嘀咕：
“是不是书上印错了？”有一个学生拿着书指给我
看，“老师，你看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我一看，果
然像学生所说的。 我心想：书上肯定是印错了。

这时，另一个学生拿着与教材配套的写字书
对我说：“老师，写字书上也是这么写的。”我赶忙
接过来一看，确实竖不出头，而且没有钩。

我有些糊涂了，心想：难道真的是自己写错
了？ 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么写不对呀。

我有些不甘心， 于是拿出现代汉语词典查
找，我发现词典上的字与教材上的写法一样。 这
时有几个学生也查起了词典，他们把词典纷纷举
给我，争先恐后地说：“老师，词典上也是这么写
的……”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想这个字
之所以这么写，一定是给下半部分腾地方。 ”

这一次我真的是心服口服了，我承认自己确
实错了。怎么办呢？这么多学生的眼睛注视着我，
想到自己平时总是教育学生知错就改，可自己犯
了错误，难道对学生就没有交代吗？想到这里，我
郑重地对学生说：“原来‘繁’字这样写，老师谢谢
你们，是你们纠正了我 20年的书写错误，老师真
诚地感谢你们。”听了我的话，学生的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 李金霞

目前， 有些学生在语文课堂产
生了畏难、厌恶甚至逃避的情绪，如
果学生能在语文学习中感受到快
乐，语文教学就不难了。可以从如下
三方面着手。

一要创建轻松快乐的学习氛
围。 这是促使学生潜力充分发挥的
客观条件。 在语文教学中， 教师首
先要树立乐观主义的学生观， 坚信
每个学生都能通过思想的碰撞而迸
发出智慧的火花， 进而以平等的姿
态与学生交往；其次，要充分发挥课
堂讨论的作用，让学生自由、充分地表达，使语
文课堂教学从枯燥乏味真正变得兴味盎然。

二要调动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热情。 教学
中讲究师生互动，因此，我们首先要树立学生学
习语文的信心，多发现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鼓
励他们积极上进；其次，让学生在一种快乐心境
中开展语文学习，教师要用生动的语言、优美的
肢体动作或灵活的眼神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用
赏识的目光看待每一个学生，对他们的思考及回
答进行表扬与鼓励，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体会到
参与和成就的快乐。

三要发挥课堂教学手段的多样性。 语文课
堂不应该模式化，而应该根据教学内容灵活多变
地处理。 比如在上课前安排几分钟的即兴演讲，
既锻炼学生的胆量又提高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
其次，可以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表演，发挥他们
的创造能力，教《狄仁杰公正护法》一文时，笔者
让学生们根据图、文假象构思，对狄仁杰的明察
善断、断案如神进行现场演讲，如身临其境。 再
次，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感悟到一种来自生活的
快乐。 当笔者教《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课时，笔
者让学生先了解鲁迅先生的生平，再联系作者周
晔对伯父的怀念，通过几件事的呈现，学生迅速
投入到课堂中。

日前， 双峰县沙塘中心
小学刘宇老师在五年级 46
班进行了一次“制作泄水型
水钟”的科学实验活动。

课堂上， 学生在刘老师
的指导下，以小组为单位，先
剪开塑料瓶， 在瓶盖上钻一
个小孔， 再组装起来制作出
一个滴漏， 最后用手表计时
标上刻度， 进而成功地制作
出了“泄水型水钟”，各小组
分工明确， 充分运用手中的

材料，将一个个“水钟”做得像模像样。
最后，刘老师将作品一一展示，并有针
对性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这次别开生面的科学实验活动体
现了“做中学”的教育理念，科学课真正

“动”起来了，深受学生喜欢。

近日， 保靖县卧当
片完小开展首届 “以手
温书”手作创意书活动。
简单的工具和材料 ，在
孩子们的折叠、 剪裁和
粘贴下，用小故事、绘画
作品、 名人名言来充实
一本书的灵魂， 最后完
成封面、封底和书脊，一
本内容丰富的纯手工书
籍大功告成。

《到处旅行的毛毛
虫》《我的果树发芽啦 》

《美好的一天又一天》《三只小猪去旅行》……一本本创意好玩、实用有爱的手作书
将成为孩子们最珍贵的童年记忆。 此次活动 400 余名学生积极参与，最终选出 30
多本优秀作品。

通讯员 王新竹 舒绍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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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招提升作文水平
邵阳县第十一中学 李军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