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在语文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
地位，初中阶段写好作文更是学生提高语
文成绩的基石。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学生
的写作水平？笔者通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
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认为可以从以下几
点入手。

一、更新教学观念
教师在作文训练中应该破掉陈旧的

作文观念，打破老师强制，学生被动，害怕
作文的思想。 其实，作文就是与人说说心
里话，只不过它是用笔与人交流，即培养
我手写我所闻所想和多动笔、爱动笔的好
习惯。

二、激发学生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在上语文课

时，要加强对字、词、句的理解，着重了解
文章的结构和写作特点。我在作文教学中
鼓励学生将优秀作文上送学校广播室及
学校报刊《采撷》编辑小组，让其得以播出
和刊发。这样可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写作兴
趣，从而大大地提高写作的积极性。

另外，要激发学生的想象兴趣，培养
写作能力， 就必须提高学生的观察兴趣。
观察，就是用眼睛去看。要远“观”近“察”，
事事留心，时时注意，并养成一种习惯。我
在多年的教学中，常听一些学生说不知道
该写什么，从何写起。 有的作文内容生搬
硬套，空洞无物，脱离实际。学生为什么会
认为作文难写呢？ 究其原因说，就是缺少
观察，没有真实感，因此无从下笔。教师要
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指导学生养成良好

的观察和思考习惯。我在教《背影》这篇课
文时，指出作者朱自清描写父亲爬月台买
橘的场面非常传神。为什么作者会写得那
么传神，那么典型呢？ 主要是作者善于细
致地观察，内心有独特的感受。所以，我指
导学生有意识地观察身边的一切事物，经
过一系列的训练，学生不但提高了写作兴
趣，积累了丰富的题材，写出了真实的内
心感受，而且陶冶了道德情操，得到美的
享受。“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活水源头
来。 ”生活是写作的源头活水，融入生活，
热爱生活，让生活成为学生自己真正的创
作源泉。

三、以读促写
在教学中，我发现一部分学生平时很

少看课外书，特别是语文课外阅读方面的
书籍。不读书，写作就成了无本之木，无米
之炊。朱自清的《春》一文开头“盼望着，盼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他赋
予春天人的感情，那种殷切心情，昭然可
见。 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结尾处“这就是
济南的冬天”， 一句话独立成段， 意犹未
尽，话犹未了，恰到好处。当我们将这些名
家名作读得很熟练后， 再落笔写作文时，
读的东西就会慢慢变成自己的东西，也会
很自然地反映在写作上。

多读书，写作也就有了基础，有了依
托。 读着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阿长
喜欢在床间摆成一个“大”字的睡态，喜欢
切切察察的特点，深深地印在脑海；读着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鲁迅的笑声、步

伐和品评衣着等已融入血液。 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在阅读过
程中，我要求学生多做读书摘抄笔记，让他
们在阅读课和平时的课外阅读中进行摘
抄。摘抄的内容可以是好词佳句，也可以是
优美的语段语篇，以此来积累作文素材。

四、平时多练习写作
茅盾说：“应当时时刻刻身边有一支

铅笔和一本草簿，把你所见所闻所为所感
随时记下来……”老师不仅要教会学生积
累词汇，培养思维习惯，更重要的是要让
学生在平时多练习写作。只有不断进行练
习，学生才能得到充分的锻炼，纠正自己
在写作中出现的错误，发现自己在写作中
的不足，全面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

学生课外时间有限，如果经常性地布
置大作文，会让他们感到“心有余而力不
足”。 倘若学生们平时多记日记， 多写片
段， 让自己的感情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
不仅可以得到一种精神享受和乐趣，而且
可以大大提高写作水平。我每教完一篇课
文， 就布置与课文相关的小作文训练题，
有时让学生在课堂中完成，有时让学生先
思考，下课后再练习。经过多方面的训练，
学生的写作水平相应得到了提高，写作的
积极性也日渐高涨，并自发地开展写作竞
赛活动。

总之，在作文教学中，激发学生对写
作的兴趣，在不同的训练要求中灵活掌握
方法，从“要我写作”发展为“我要写作”。

浅谈如何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衡阳市衡南县云集中学 王春凤

邵阳市洞口县特殊教育学校 向卓艳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不是铁器的敲打，
而是水的载歌载舞， 使粗糙的石块变成了美
丽的鹅卵石。 一味的批评不一定能产生良好
的教育效果， 而深切的关怀和爱护使教育成
为载歌载舞的水。 ”这段美丽的诗句，形象地
诠释了教育的真谛。

作为有着教育系统“最高武功”之称的特
殊教育行业的老师， 我们更应深刻琢磨领会
此中真谛———特殊教育更要像水一样温润和
婉、锲而不舍，长善救失、扬长克短，帮助孩子
身心健康发展和人格完善； 更要充分掌握好
批评艺术，用好批评武器，把深切的关怀与爱
护“润物细无声”般融入到日常教育当中去。

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案例———
我负责的某班有一位失语学生， 他的性

情阴晴不定，时而沉默安静，时而活泼好动，
大错误不犯，小毛病不断。 刚开学不久，科任
老师就告诉我， 他在课堂上经常喜欢搞小动
作，制造声响。 我知道这件事后，便不时悄悄
地从教室外观察他上课的状态， 发现他坐在
靠窗位置，常将耳朵贴上窗户玻璃，感觉很享
受的样子，这让我有些好奇。好几次他看到我
在暗中“监视”，就又认真听起课来。

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 我没找他谈话，
也没特意批评过他。 直到有一天课间，他与

同学在教室打闹，一扫把将窗户玻璃打碎，
同学们将此事报告了我。 我有点生气地来
到教室，他站在那儿，闷声不响，低头把弄
着手指头，所幸没人受伤，我便压下了火，
安排人员把玻璃碎片收拾好， 把他请到了
我的办公室。

当他忐忑不安地来到我面前时， 我已经
平复好了心情， 用正常语气微笑着问他有没
有被玻璃碎片伤到， 完全没有一点要批评他
的意思。 他很不好意思地主动问我为什么不
批评他？我笑着说：“批评你什么呢？如果你愿
意，就告诉老师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制造声响，
喜欢把耳朵贴在玻璃上呢？ ”听了这番话，他
如释重负。而他的回答，也让我惊讶———原来
他喜欢外界的声音， 可自己却难以正常传唱
表达。就连玻璃也是他有意打碎的，因为他觉
得那种脆裂的声响好听。

此后， 我更加经常地关注这名学生的思

想动态， 也及时和他的家长沟通， 共同引导
他，和他多交流，尽可能帮助他正确地享受和
分享自己喜欢的事物。 而他从此也变成了一
位乖学生，听课更加认真，性情也变得更加开
朗稳定。

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案例。作为一名
特殊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该怎样用好批评的
武器，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从而帮助孩子们
克服缺陷、健康成长。 个人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是要做到“尊重和信任”。 我相信每个孩子
的本质并不坏，特别是特殊学生群体。他们由
于生理上的缺陷，交流能力、知识掌握、意识
功能、 情感信念等各方面均远达不到正常同
龄人所处的水平，因此当他们犯了错误时，老
师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宽容的心态，给他
们以尊重、信任和友爱，要在此基础上针对错
误的实际情形和学生的不同特点， 开展不同
形式的批评教育。

二是要做到“润物细无声”。 特殊学生群
体在现实生活中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老师在对其批评教育时，切忌方法简单粗暴、
挖苦讽刺、严厉训斥，造成师生之间的情绪对
立，或是学生“口服心不服”，这样达不到教育
的效果。 而要多个心眼， 对他们的行为多了
解、多观察，掌握其内心诉求，采取和风细雨、
润物无声的教育手段， 在交流交心中开展批
评教育，让学生信服敬畏。

三是要做到“无声亦有声”。 批评教育是
为了帮助孩子纠正错误、扬长补短，使其更好
地成长成才。因此，形式上不仅要掌握无声批
评艺术，也要适当采取有声批评教育，做到宽
严相济。 再者，无声批评教育过后，并不等于
教育的结果就已达成， 而要在往后的学习生
活中，及时跟踪关怀，尤其是面对特殊学生群
体时，更要积极寻求学校、家庭、社会各方共
同努力帮助孩子， 真正达到无声与有声有机
结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好教育工作是
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 作为特殊教育学校的
老师，我们多掌握一些批评的艺术，就能更多
地获取学生的信任，更好地与之相处，也更有
利于开展好思想教育，帮助孩子们成长成才，
结出特殊教育的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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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暗淡成灰，闪烁的零星中，隐隐
约约地漂浮着几朵苍白的云。

大街的尽头有一个烟头静静地躺在
地上， 那烟头像变了样似的， 全身湿透
了，像刚洗过澡一样，仿佛一个落汤鸡。

第二天早上，太阳显露出半边脸蛋，
那个烟头终于开始了漫长的漂泊，“呼
呼”随着一阵春风吹过，烟头被吹上了湛
蓝的天空，在风的指引下，烟头像只无头
的苍蝇一样，飞翔在长空之中，它自豪地
想着：“哈哈，我成为了一个会飞的烟头，
飞翔在天空中真舒服。 ”“呼呼”风渐渐变
小了，烟头感觉到风没了，自己的身体也
随之向着广阔无垠的大地飞去，慢慢地，
慢慢地……烟头平稳地滑落在垃圾桶
旁，它仰头看了一眼垃圾桶，便沉睡了。

一个小孩从远处走来， 眼中散发出
一种婴儿般的神情， 他的眼里有几滴晶
莹的泪花， 好像刚被父母批评后逃出来
似的。 他看了一眼烟头，然后重重踢了一
脚，烟头纵身跃起，在空中来了一个三百
六十度的转体， 紧接着是自由落体在了
水泥路上。 小孩的心里突然觉得有几分
痛快，“哼，我就要这样做，不用你管，我
要把你踢出十万八千里。 ”他最后用轻蔑
的眼神看了一下烟头，便走了。

不久，一名又高又壮，穿着篮球鞋的
运动员一边拍着篮球，一边玩着手机走过
来。突然，他踩到了那个烟头，但他并没有
看见烟头，只是很自然地走了过去。 过了
会儿，一个篮球滚到了烟头旁边，这不就
是那位运动员的篮球吗？ 这时，他走了过
来，拿起球，便看到了在垃圾桶旁的烟头，
他先低头望了望烟头，然后伸出他那双黑
漆漆的手碰了碰烟头，啊呀！ 这是谁扔的
烟头，上面还有口水呢，肯定是一个不讲
卫生的人扔的。 他又望了望那烟头，自言
自语道：“我是一个讲卫生的文明人，我要
把烟头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

于是， 他快速地捡起地上的烟头，扔
进了一旁的垃圾桶，潇洒地扬长而去。

（指导老师：张英玲）

街头一幕
国防科大附小五年一班 李宇涵

无声胜有声，无声亦有声
———偶感于特殊教育中的批评艺术

冬天在悄无声息中离去，春姑
娘又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踏春去吧！ ”老师刚将消息发
布，教室里顿时活跃起来，原本还
透着凉意的天气也渐渐感受到燥
热。 匆匆丢下手中的午饭盒，我们
就出发了。 大巴车满载我们班级的
欢乐，沿着 107国道向前。 不多时，
便到了临湘著名风景区五尖山的
脚下。 抬头，眼前是一条弯曲盘旋
的山道，蜿蜒向上。 老师只提示我
们终点的方向， 目标却遥不可及，
我不禁抽了一口冷气。

“没事，爬就爬吧！ 说不定还能
欣赏到平时难得一见的风景呢！ ”
我一边安慰同学，一边默默地给自
己打气。 既然目标在前方，那就先走好脚下的路吧。
路的两旁是一些常青树，枝繁叶茂。 每片叶子上的脉
络分明，形状规则。 新叶的鲜绿和老树的深绿相互照
应，形成具有层次感的画面。 放眼望去，一丛丛雏菊
点缀着广袤的田野。 走近，那黄色的花瓣包围着似黄
似绿的花蕊，显得十分娇小可爱。 沿路的花香，隐约
钻向着我的鼻孔，沁人心脾。 远处，是漫山遍野的桃
花， 粉色的花一片连着一片， 绿叶还没有来得及生
长，稀疏的枝桠上，黄白相间的花瓣显得格外明艳动
人。 峰回路转的角落，还能看到零星的鸢尾花，一朵
朵生长在悬崖石壁旁， 像敢攀高峰、 不畏险阻的勇
士。 山坡上，还有那刚刚伸出头的嫩绿色的小草，一
丛一丛的簇拥成团， 仿佛要尽力展示他们无穷的生
命。 所有的花草树木，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样子，给
我们无以言尽的视觉享受， 爬山的劳累很快便消失
了一大半。

“叮咚、叮咚”，清脆悦耳。 我忽然听到了山涧水
声，却看不到流水，侧耳站定，循声找过去，拨开一些
枝叶，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 我和几位
调皮的同学干脆沿着溪水走一走。 那溪水欢快向下，
是什么让它天生就似乎无忧无虑呢？我凝视那激起朵
朵水花，似乎一下子找到了答案：遭到岩石的阻挡虽
然是常事，它除了欢快跳起来，再曲折迂回地向去冲
下。 也许我们也要学习溪水的这种做法，并不是遭遇
所有困难时都一定要克服它， 与其一时消耗过多体
力，还不如考虑绕道而行，养精蓄锐地奔赴下一下目
的地。

爬山虽累，但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快乐也很多。 一
路上，同学们互帮互助，相互为对方解决问题，这真是
令人感到欣慰。 身上虽然出了不少汗，但觉得精神上
一点也不累，感觉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到了山顶，又
听到了“布谷、布谷”的鸟鸣，一棵大树枝梢上栖着数
只小鸟， 光秃的树枝与鸟儿形成一幅极有意境的画，
它们欢快地叫着，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这次踏春，我收获很多，当有一座山立在你面前，
需要你去翻越时，不要急于抱怨，而是要以平和的心
态去面对它，并且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成功。 那么你不
仅可以轻轻松松地越过这座山，并且还能欣赏到路边
的景色，何乐而不为呢？

不要总是企盼看到山顶的景色而忽略了路边的
风景，其实，美就在我们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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