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文出题的方式很多， 而命题作文
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常言道：文好
题一半。文题是文章的眼睛，我们该如何
使它明亮，起到点明、寄寓、概括、象征文
章中心思想的作用呢？具体来说，应该做
到“四要”。

一、要贴近学生生活。学生生活是丰
富多彩的，语文教师在作文命题时，首先
应考虑到作文命题应贴近学生生活，学
生只有碰到自己平时生活中熟悉、关心、
喜欢的东西，才有话可写。教师可结合学
生参加的各种活动， 出一些生动活泼的
题目。 如学生参加了植树节活动， 命题
《植树造林好处多》； 三月是学雷锋活动
月，命题《又到春风吹拂时》；学校开了运
动会，命题《运动场上斗志昂》……这些
作文题的内容都是学生亲身经历的，写
起来也就得心应手。

二、要诱发学生的动情点。动情点是
指在生活的某一刻打动了你的内心，牵
动了你情思的人、事、物。众多好文章，往

往是借景抒情，或者叙事说理。一篇被众
人传诵的好文章， 往往渗透着作者真挚
浓厚的情感。 很多人写作主要是心灵受
到了某种情感的冲击， 例如遭遇到突如
其来的打击，与最要好的朋友分别，亦或
考试失利、比赛获奖等，这样悲伤、失落、
喜悦、 激动等情绪自然流露， 并流于笔
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感而发往往
有源源不断的灵感。 文章命题也要立意
新、立意高，能使读者思想受到启迪，精
神受到鼓励。教师命题时要独具慧眼，善
于挖掘、捕捉学生的动情点，掀起他们情
感的波澜，抒发出心中的真情。

三、要关注社会热点焦点。“文章合
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作文命题
也要把学生的视野由家庭和学校引向社
会， 拓展他们的生活空间， 丰富生活积
累。 这样有助于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社会
实践，关心时事，提高政治热情。 作文命
题聚焦焦点、热点话题，引导学生关注现
实， 捕捉现实生活和时代发展的新变化

和新特点，不仅体现课标的要求，适合平
时写作训练， 而且也符合作文命题的价
值取向。要善于从学生实际出发，出一些
能以小见大的题目，如“三农”政策提高
了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 原来荒芜的土
地不见了，命题《家乡的土地又绿了》；又
如针对生态环境日趋恶化， 自然灾害频
繁发生，要求初中生以“我为保护生态环
境献计策”为话题进行作文，这样的作文
题既关注了社会热点， 又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人翁意识，学生愿写乐写。

四、要留给学生发挥想象的空间。作
文命题时留给学生奇思妙想的空间，这
种空间可以有效增强和丰富学生的想象
力，进而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同
时，也能展示学生写作的个性和才华。教
师在指导学生作文时， 教会他们抓住关
键词语， 学会审题也是触发学生想象的
重要途径。 搞清楚要求写什么、怎么写、
题目昭示的范围、思想感情，以确立文章
的中心。 一般来说，用词作题目的，要特

别注意词的引申义和象征意义。如《路》，
我们审题时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公路或
脚下走的路等，而应联想到人生的路、改
革的路。 用短语作题目的，要特别注意修
饰和限制词语， 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如
《假如我是孙悟空》《苏东坡的博客》《〈夸
父逐日〉续篇》，这样的作文题，可以激起
学生想象创作的激情，让学生们写起来感
到轻松愉快、挥洒自如，既增强了学生创
新能力，又使学生变怕写为爱写、善写。

叶圣陶先生主张， 教师要钻到学生
的心底去出题， 设身处地地想象学生内
部的思想和情感， 然后选定学生愿意写
的题目给学生写，如果这样，就能唤起学
生作文的动机。因此，作文命题应命在学
生的心坎上， 有效的作文命题应具有艺
术性。 命题作文这一重要作文形式无论
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不可替代
的价值。如何命出高质量的题目，从而较
快地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 是语文教师
应该不断深入探索的课题。

作 文 命 题 “ 四 要 ”
华容县塔市驿中心小学 汪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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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9 月 27 日，记者来到了邵阳县五峰铺青云中学。 在焕然一新的校园里，五星红旗格外鲜艳夺目。 青云中学是一所农村
中学，可在青云中学却出现了城里学校才有的大班额现象。 “新建教学楼之前，老师是‘导游式’上课，靠喊。 ”在学校任教多
年的教导主任黎子野向记者回忆道：“学校人数最多的一个班达到了 108 人。 ”

一个农村学校出现大班额，原因何在？原来，当地留守儿童较多，不少学生家长将孩子送到青云中学寄宿。也由于青云
中学办得好，吸引了周边乡镇的大批学生前来就读。 学生人数多了，大班额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学校大班额现象，引起邵阳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学校的办学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该校校长颜义芳介绍说，学
校新建了学生食堂、宿舍楼、教学楼、科教楼和标准化田径场。 “如今，孩子们搬进新教室上课，大班额已成为历史。 ”

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教育基础薄弱且盘子较大。 截至 2019 年，邵阳县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313 所，在校学生达
86577 人。 如何让大班额彻底“消肿”？ 邵阳县在时间紧、任务重的困境中奋力“作答”。 邵阳县教育局局长廖献国介绍，邵阳
县委、县政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坚持教育优先，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担任组长的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专项行动工
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工作任务和实施办法，投入专项资金缓解大班额问题。 目前，邵阳县超大班额已全部清零。 2019 年，省
定消除任务为消除 30 所大班额学校，322 个大班额，消除超额学生 2163 人，截止今年秋季开学，邵阳县已超额完了省定计
划数消除任务。

邵阳县：别了，拥挤的大班额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蒋五定 陈冲 徐阿明

标本兼治，千方百计扩学位
“邵阳县坚持教育用地规划优先，教

育发展与城镇建设同步， 不仅让孩子们
在家门口‘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邵
阳县教育局副局长蒋小红说。

如何让教育发展与城镇建设同步？
“土地”的问题很关键。 记者获悉，邵阳县
完善工作机制，设立绿色通道；邵阳县统
筹保障，确保学校建设用地应保尽保。 近
三年以来， 邵阳县累计统筹新增用地指
标 868 亩用于学校建设， 有效缓解了学
校建设土地指标紧缺的问题。

邵阳县通过积极创新机制， 增加资
金来源途径，采取“多渠道融资，财政兜
底，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机制，探索形成
多种筹资建校新途径， 让大班额的化解
“腰杆硬、底气足”。

针对大班额问题突出的学校， 邵阳
县指导学校按照“一地一案，一校一策”
的原则，采取新（改、扩）建等措施,扩充义
务教育学位。 今年，石齐学校、河伯乡中
学、 谷洲镇中心完小等 9 所学校利用校
内资源扩班，共消除 39 个大班额，分流
超额学生 261 人。 而长阳铺镇中学、第十
一中学、六里桥中学、青云中学、玉田中
学、九公桥镇中心完小、塘田市镇中心完
小,岩口铺镇中心完小等 13所学校通过新

建科教楼增加班额。“这些校内新建科教
楼已竣工，并通过验收,增加班级 237 个,
消除 166 个大班额， 分流超额学生 1010
人。 ”蒋小红说。

“一个班上有七八十名学生，最后一
排学生紧挨着教室后面的墙坐，看黑板上
的字很费劲； 老师讲课都需要用小喇叭，
不然后面的学生听不见；桌子和椅子之间
没有多余空隙， 学生离开座位要爬……”
这是 2019年 9月之前邵阳县第五完全小
学上课时的情景。 秋季开学后，该校学生
家长们欣喜地发现，学校用三个半月时间
就建起了一栋全新的教学楼，另外，一栋
教学楼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 预计在
明年春季开学投入使用。

有家长感慨：“这简直是‘深圳速
度’。班级学生人数大为减少，终于不再
人挤人，孩子可以在一个宽松舒适的环
境中读书了。 ”

阳光招生，严把“入口关”
距县城 25 公里的五峰铺镇第一完

全小学地处邵阳、衡阳、永州三市交汇
处。 该校日常管理到位，看重学生学习
及生活习惯养成，注重学生思想品德教
育，学生们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这样
的学校，自然吸引了周边乡镇和其他县
城的大批学生前来。

该校校长蒋逢春介绍，一到开学前
的一段时间， 就会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外
地家长要求把子女送来读书。 这个现象
对蒋逢春来说是个“不小的烦恼”———学
生人数增多了， 可教学的硬件条件又没
跟上。“中小学大班额不但影响教学质
量，还影响孩子身心健康。 ”

今秋开学， 蒋逢春一改往年的愁
容———按照邵阳县教育局的招生规定，
阳光招生，严把“入口关”，控制大班额。
“邵阳县教育局明确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区域、新生资格审定、学生异动管理等内
容。 要求各乡镇中心学校提前对招生范
围内的本地户、购房户、进城务工,进城经
商家庭适龄儿童进行摸底,并制定招生计

划,�严格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县城区
七年级招生由教育局通过电脑摇号分配,
抵制打招呼、递条子和权钱交易等不良招
生行为，坚决杜绝择校现象。 ”蒋逢春说。

“大班额教室里的学生座位排不开，
组与组之间只能留出一条狭窄的过道。
我胖一点，走过道辅导学生时，大腿处经
常会碰到桌角……” 该校一名老师开心
地告诉记者：“现在， 我的大腿终于不
用被桌角撞出淤青了。 ”在阳光招生政
策下， 五峰铺镇第一完全小学今年 9
月共招收 487 名一年级新生，较去年减
少了 96 名，起始年级班额成功控制在 50
人以下。

按需补员，提升教育软实力
“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提高薄弱

学校教育教学水平， 是从源头上化解大
班额问题的重要之策。 ”蒋小红认为，教
育资源不均衡是邵阳县中小学大班额问
题的根本原因。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邵阳县
坚持“按需补员”的原则，健全多渠道师
资补充机制。 近两年， 邵阳县招聘教师
1014 名， 公费定向培养农村中小学教师
533 名，较往年均有大幅度提高。

提量也要提质。 在不断提高教育硬
件水平的同时， 邵阳县还着力提升教育
软实力。 邵阳县将城区中小学与农村薄
弱学校结成“联盟”关系，实行资源共享；
建立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监测机
制， 努力实现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校际人
数相对均衡； 加强偏远农村学校教育信
息化建设，培训教师信息化应用水平；大
力推进教师“无校籍管理”，加大教师支
教、走教工作力度，让优质教师资源辐射
到学区内每一所农村学校。

采访结束时，记者来到了邵阳县一
所偏远的农村小学———玉田完全小学，
这里也正发生着巨大变化： 新教学楼
拔地而起，体育器材、实验仪器配备齐
全……贫困县办大教育，邵阳县在努力。

� 焕然一新的青云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