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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论坛
作文教学，我们一直在路上……
衡阳市衡东县霞流镇完小

作文是语文综合能力的集中表现，
作文水平是衡量学生语文学习质量的重
要尺度。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
重。 然而，作文教学对于一个语文教师来
说，是一个难题。 下面，笔者就作文教学
谈谈自己的几点思考。
一、培养作文兴趣，克服应付心理

孔子说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
之”首先必须感兴趣。 在教学实践中，笔
者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学生对作文的态
度呈现逐渐淡化的趋势， 老师布置作文
后， 很多学生总是表现出“
不得已而为
之”的消极态度，应付了事。 因为缺少兴
趣，他们才觉得作文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一种精神重压，所以产生应付心理。
能牵动感情的事， 往往容易激发学
生的写作热情。 因此，教师有意识地抓住
和创设动人情境就很有必要了。 例如，在
观看电影《圆明园的毁灭》时，影片呈现
了英勇的八旗子弟浴血奋战而又全部阵
亡的悲壮的八里桥一役， 呈现了满清统
治者为求一己安宁把人民江山拱手送给
如狼似虎的侵略者后仓皇远逃的场面，
更呈现了“万园之园”在熊熊大火之中
付之一炬的场面……这些画面对学生产
生了极强的视觉和情感的冲击力， 教师
应及时抓住这样的契机积极引导学生谈
感受、说看法，升华情感。 这对学生既是
一次很好的思想教育， 又是一次难得的
写作训练，这样的场景记录下来，学生们
有话可说，容易成文。
二、关注生活，写贴近生活的作文

“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这句话既是
文学家的座右铭， 也是学生习作的重要
原则之一。 可是事实上，有的学生对于周
围充满活力与魅力的生活视而不见，听
而不闻，每到写作文时总喊着“没东西可

吴湘平

写”。 只要留心生活，孩子必将成为生活
的宠儿、作文的宠儿。 教师应该鼓励和支
持学生投入到生活中， 关心不断涌现的
新人新事新观点， 关注日新月异的社会
生活， 培养学生仔细观察与认真探索生
活的能力，积少成多，充实写作素材。
三、借助美术写绘画作文

孩子们都喜欢画画。 孩子们喜欢用
自己的画笔记下这个美丽的世界， 在那
里蕴涵着他们的美丽愿望和对未来的憧
憬。 因此可以借助美术课来激发孩子们
的写作热情。 把美术和写作融合在一起，
孩子们就有东西可写，也乐意去写。
那是春天时的一节美术课， 美术老
师让学生以“春的声音”为题画一幅春天
时节的美图。 笔者忽然一想，如果让孩子
们再给自己的画配上文字， 那难道不是
一次很好的写作契机吗？ 让人意想不到
的是， 这次孩子们的美术作业和配上去
的文字都是同样的精彩和让人心动。
四、鼓励学生写想象作文

有人曾说“
没有想象力的民族是没
有希望的民族”，想象力是创新能力最直
接的表现。 小学生的想象虽然不太现实，
但充满神奇色彩。 因此我们可以人为地
创设或捕捉一些情景， 引导学生仔细观
察、分析、思考，从而产生种种天方夜谭、
天马行空的想象。
五、锻造写作意志，克服功利心理

坚定学生的写作信心， 加强学生的
写作意志力的培养，让学生认识到，学习
写作不是仅仅为了将来的中、高考，而是
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张志公先生曾说
现在处在信息时代， 无论交流的手
过：“
段多么先进，多么发达，‘写’永远是需要
的、重要的，而且越来越重要。 现代化建
设无论干哪一行，都应该能读能写，而且

写得好，写得快。 ”但是想写好作文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 必须要持之以恒地坚持
练笔，让写作成为自己生活的必要。
六、观察与思考

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生前有一个
习惯——
—随身带着笔记本，他说：
“
生活中
什么都可以记”。 要帮助学生积累写作的
素材， 就必须引导学生学会观察与思考，
时时处处做生活的有心人。 观察时应调动
一切感官，充分运用视觉、听觉、触觉、味
觉、嗅觉，进行细致的观察。 对观察到的现
象，要给自己多提几个问题，多问几个为
什么，并勇于向别人请教，要进一步分析、
综合、比较、判断，以获取更全面更深刻的
认识，觉得很有收获的就记下来。
七、阅读摘录

善于阅读的人才更有发展潜力。 这
里的阅读不仅仅是指语文课内的阅读，
更不等同于语文课本的学习， 还包括大
量的课外阅读，并要指导学生学以致用：
拿到一本书，首先得问自己，我想从中得
到些什么？ 接着快读目录，以获得一个总
的概要。 然后找到你想品读的内容，反复
诵读，在读中自悟，在读中自得，记住其
中的要点、自己的感受以及好词佳句、古
诗名句和名人名言等， 分门别类地摘在
笔记本上。 再对这本书其他内容进行快
速的浏览， 得到想要的要点或具体的信
息就停下来，把它们记下。 每天阅读至少
30 分钟，在阅读中寻找快乐，把阅读当作
一种习惯，正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
俗话说，“
教无定法”，只要我们语文
教师勇于探索， 就能不断开拓和丰富作
文教学的形式， 使学生想象的翅膀更加
丰满，兴趣更加浓厚，使我们的作文教学
真正面向每一个学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创新运行机制 强化四大功能
—刍议郴州市妇幼保健院思想政治工作
——
郴州市妇幼保健院
郴州市妇幼保健院是一个以妇女儿
童为主要服务对象，集医疗、保健和计划

陈冬利

机制，创新教育载体，强化教育效应，促
进思想升华。

生育于一体的特殊领域，因而，妇幼保健

二、构建以服务促服务的运行机制，

院的思想政治工作， 要研究能凸显本行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为单位发展和党的中

业内在特征，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引领思

心工作提供精神支持的服务功能

想、崇尚医德的教育功能，为保健院建设

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
本，宗旨是促进个人、单位、社会和国家
的发展。 而要发掘促进发展的动力源，就
必须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统一思想、凝
聚力量。
为了让职工真正树立全心全意为患
者服务的思想，一切为患者着想，从而激
发患者“宾至如归”的温馨感、幸福感，郴
州市妇幼保健院提出了“
医患同幸福”的
理念，实施了以
“
服务职工”的妇幼文化建
设，促进政工服务单位建设和发展的工作
思路。正如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易露
茜在今年全省妇幼卫生健康工作会上所
说的：
“
妇幼工作者压力越大，越需要文化
来支撑，来调和，来疏导心理问题，清除精
神垃圾。” 郴州市妇幼保健院正在打造的
温馨、温情、温暖的妇幼文化建设，激发了
我们妇幼工作者德艺双馨的认知感，仰望
星空的价值感， 家国情怀的无痕大爱；构
建起了既医风严谨，又人际和谐，既敬畏
强者，又心心相印的新格局。

和发展提供精神支持的服务功能、 确保
创新实践顺利进行的保证功能、 充分发
挥每个员工努力提高工作实效的主观能
动性和创造性的“软管理功能”。
一、 构建榜样引领与观念导向相结
合的运行机制， 强化新时期思想政治工
作的教育功能

在物欲横流，思想多元的今天，职工
中容易出现沉迷享乐，不思进取，计较个
人得失等思想行为。要激发其正能量，不
能单靠简单的说教， 必须构建起把进步
观念的灌输和先进榜样的引领结合起来
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机制。 郴州市妇幼
保健院老医生吕东胜， 几十年如一日尽
职尽责， 把救死扶伤当作自己的神圣职
责， 被评为郴州市德艺双馨的医务工作
者、优秀卫生工作者、白求恩大夫，荣获
最美医生特别提名奖。 郴州市妇幼保健
院结合开展学习“岗位活雷锋”“身边白
求恩”“
最美白衣天使”的活动，立起眼前
的标杆，树起身边的榜样，号召追赶同事
中的“领头羊”，职工精神面貌、工作作风
为之焕然一新。
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教育人、塑
造人、激励人、引导人。 面对新时期教育
对象的多元性、复杂性，我们创新思想
政治工作运行机制，实施“四个统一”：
把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自我发展目标
统一起来；把关注人的主体意识和单位
团体的主流思想统一起来；把理论灌输
和行为引领统一起来； 把社会活动、医
德实践、心理疏导统一起来，完善教育

三、 构建科学与创新同行的运行机
制，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对科学管理、开放
创新的保证功能

妇幼保健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的科学内涵。 妇幼保健院的思想政治工
作，要注重理念和机制的创新，注重医者
和患者、医疗和保健的协调，要科学构建
母婴同健的绿色的生命通道， 要让妇幼
保健的健康教育向社会开放。
今年， 郴州市妇幼保健院坚持科学
与创新并举，开放与务实同行，进一步加

强了内部管理运行机制创新的力度，改
革科室设置，调整职责职能，实施临床与
保健相融相促的动态机制。
郴州市妇幼保健院在主动向市卫生
计生委提交和实践 《改进孕产妇死亡评
审制度的设想》《改革和加强危重症孕产
妇转诊急救网络建设的实施方案》 的同
时，实施了《郴州市孕产妇死亡责任追究
管理办法》，把对母婴的爱心教育、救治
责任教育， 以及严谨务实高效的科学精
神教育、团结协作教育，融汇在转诊急救
和现场评审之中， 为全市规范妇幼健康
服务行为，有效控制孕产妇死亡，保障母
婴安全等打下了坚实基础， 提供了法则
与方式。
四 、构 建 “刚 柔 相 济 ”以 “柔 ”促 “刚 ”
的运行机制， 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员
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软管理功能”

“软管理”是管理学的创新理念。 思
想政治工作的软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及其
内在的驱动力。 我们要通过突出关爱、
尊重和理解的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诚
恳相待，开诚布公的感化过程，来促进
人的自我教育、自省自悟、自励自强、廉
洁自律，以为人民服务为天职，真正形
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良
好氛围。
构建思想政治工作“刚柔相济”以
“柔”促“刚”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其调
动员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软管理
功能”， 实现群体各成员的和谐统一，能
够大大增强群体创造力。 郴州市妇幼保
健院致力于打造医术精湛、管理规范、设
备先进、服务一流的现代医院，取得了积
极成效，近几年该院先后获得“全国妇幼
健康服务先进集体”“湖南省青年文明
号”等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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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国学经典内容丰富，是我们的祖先用生
命淬炼出的精华。 重视少儿国学经典的阅读，不
仅可以增长知识，学习做人的道理，提高品德修
养，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少儿的语言运用能力。
少儿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需要提高少儿的
语言积累、语言感受能力、语言思维品质和语言 衡
阳
表达能力等。 少儿国学经典大多以发人深省的 市
睿智言论编撰而成，反复诵读，有助于多方面提 雁
峰
高少儿的语言运用能力。
区
首先，有助于开发少儿的记忆力，增加少儿 金
桥
的语言积累。
小
引导少儿诵读朗朗上口的国学经典，可以有 学
效开发少儿的记忆力，增加少儿的语言积累。 实
王
践证明，只要引导得当，经过几天时间的诵读，大 柯
多孩子可以流畅地背诵《弟子规》《千字文》等经 玲
典。 而这些经典的背诵，可以有效提高少儿的识
字量，为少儿语言运用能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不仅如此， 少儿国学经典中往往包含丰富
的知识，如《幼学琼林》有天文地理、衣食住行、
制作技艺、鸟兽花木、神话传说等知识，几乎囊
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较常用的知识与词汇，许多成语典故、
警句、格言，经久传诵；再如《增广贤文》中包含了许多的思
想观念和人生智慧，还有大量的民间谚语，所以人称“读了
《增广贤文》会说话，读了《幼学琼林》走天下”。 引导少儿诵
读这些国学经典，有助于积累丰富的语言知识和素材。
其次，有助于增强少儿的语言理解和判断能力，有助于
提高少儿的语言感受能力。
语言感受能力是指对语言的感知、分析和把握能力。 少
儿国学经典大多以通俗易懂的韵文编成， 既容易理解又朗
朗上口，容易引起少年儿童的阅读兴趣，也容易被少儿理解
和接受。 如《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三字一句，句式整齐，通篇押韵，文字浅易、顺口、易
记；《百家姓》《千字文》皆以四言韵文编撰而成，易读易记，
因而并称为中国传统蒙学三大读物，合称“
三百千”。 引导少
儿诵读这些浅易的国学经典， 可以让少儿在潜移默化中提
高对文字内容的感知、分析理解和把握能力。
第三，有助于训练少儿的语言思维，提高少儿的语言表
达能力。
要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必须加强语言思维的训练。 语言
思维的敏捷、清晰、条理化，有助于语言表达的简明、迅捷和
优美动人。
少儿国学经典大多以韵文、 骈句组成， 在注重内容的
同时，讲究押韵、对仗、平仄等，语言整齐，音节和谐，读来抑
扬顿挫，韵味无穷。 例如《笠翁对韵》，全书按韵分编，不仅内
容上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
而且在格式上，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
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朗朗上口，读起来，犹如唱歌。
引导少儿经常性地诵读这些国学经典， 可以从中得到
语音、词汇、修辞和韵律的训练，体会到语言简明、整齐、典
雅的魅力，体会到语言节奏的快慢和音节的高低，领悟到在
语言表达中恰当地运用修辞手法对增强语言表现力的作
用，从而训练语言思维和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那么，如何引导少儿诵记国学经典呢？
首先，适当讲解知识内容，避免单纯背诵。
长期以来，由于少儿国学的学习中不可避免地遇到少儿
识字量少和内容理解难之间的矛盾。 其实，不仅少儿时期的
记忆力可以开发，其理解能力也是可以开发的。 少儿国学经
典中的大多篇幅，经过适当地讲解，孩子还是可以从一定的
层面上进行理解的。 如《三字经》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学，不知义。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只要大概
地讲解
“
琢”
“
器”
“
义”
“方”“
亲”等关键词，孩子们大多能大概
地了解文字的意思了，这样就避免了有口无心的背诵了。
其次，适当了解格律形式，体味语言音韵。
要提高少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必须让学生在诵读国学
经典时充分认识到其语言的优美。 所以，在引导少儿进行诵
读时，要适当地讲解经典中文句的押韵、对仗、平仄相对、音
节和谐等格律的知识， 从而引导少儿体味国学经典语言的
韵味。 例如在引导少儿诵读《笠翁对韵》时，要适当地讲解其
中相对应的词句之间词性相同、结构相同、平仄相对等格律
要求，从而让少儿既能体会到其语言美，又能知晓其语言之
所以美。
第三，适当进行模仿训练，力争学用结合。
在诵读和了解一些语言格律的基础上， 引导少儿进行
适当的模仿训练，可以切实地提高少儿的语言运用能力，力
争做到学用结合。 例如，诵读《笠翁对韵》时，在少儿大体了
解了对仗的相关要求后，可以引导少儿进行“对对子”练习，
从一字对开始，由易到难，让学生在练习中加深对国学经典
优美语言的理解和把握， 使少儿在语言表达过程中有意识
地注意运用对仗、注意平仄的搭配，从而切实提高其语言运
用能力。
总之，只有重视少儿国学，采取恰当的方法引导少儿诵
读国学经典，才能用国学经典来浸润孩子，提高少儿的语言
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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