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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http://epaper.voc.com.cn/kjxb/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
来。 ”要写出内容丰富的文章，就要有丰
富的积累。 积累是写作准备过程的一个
重要阶段， 即把观察后得到的结果以各
种形式保存起来。“生活如泉源，文章如
溪流，泉源丰盈，溪流自然昼夜不息”。 叶
圣陶先生的这段话十分精辟地概括出了
作文与生活的关系：生活是作文之本。 那
为什么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此丰富
的现代社会， 学生会找不到习作的素材
呢？ 归根究底，是学生缺乏观察分析生活
的能力造成的。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
先行”，只有“粮草”充足了，学生的习作
之“马”才能任意驰骋，快乐驰骋。 为此，
我在如何培养小学生习作素材积累能力
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尝试。

一、在润物无声的氛围中强化学生习
作素材积累意识

（一）富有情趣的文化氛围
在教室的墙上， 贴上关于观察积累

的话语。 如：“灵敏的耳朵，锐利的眼睛，
会让你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丰富”“精彩的
生活就在你身边”“滴水成河”“好记性不
如烂笔头”等等。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
学生主动观察积累。

（二）动之以情的语言渲染
在习作素材展示评比活动中， 在习

作讲评课堂里， 对做得好的学生要及时
表扬，“邓心雅真厉害， 这么小的一件事

情都被她发现了，她拥有一双火眼金睛”
“有‘心’的孩子真可爱”“瞧，曾艺不光发
现了这个有趣的现象， 还融入了自己的
想法，真棒！ ”任何一个学生都期待得到
老师的肯定、表扬，这样的话语不光增添
了学生的自信心， 还为他们指明了努力
的方向；在习作评改上，我采用的星级评
价方式，其中就设置了一颗“新颖选材”
星，用这种独特的书面“语言”，让学生意
识到选材在习作中的重要性， 从而调动
学生积累素材的积极性。

二、 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激发学生
习作素材积累的兴趣

（一 ） 创办杂志 “我们的多彩生
活———习作素材库”

每月以学习小组为单位， 合作创办
杂志“我们的多彩生活”。 由各学习小组
长负责， 根据小组成员的特长分工，比
如：资料收集、排版、美工、书写等，然后
依据小组成员素材积累的数量， 合理安
排页面， 最后由老师将各小组的内容装
订成书，在全班展示交流。 让学生在创办
杂志这种新颖有趣的活动中， 既发挥个
人所长培养动手能力， 又在交流过程中
丰富了自己的素材， 还学习到别人积累
习作素材的方法。

（二）班级广播———“五分钟谈天说
地”

成立班级广播站， 鼓励全班同学积

极将自己的新颖素材投放广播站， 由广
播站成员集体选定具有特色的素材，利
用午间自习时间（每天抽五分钟），在班
级“广播”。

（三）多样评比活动
小学生的兴趣容易淡去， 需要一些

适当的评比促使他们对某件事情的兴
趣得到持续，因此，在“榜样园地”里设
置“火眼金睛”“最佳搜材手”等奖项，每
周定期评比，并贴出照片展示他们搜集
素材的成果。 同时教师也要发挥榜样示
范作用，做生活有心人，随时记录自己
的所见、所闻、所感，并参与学生的评比
展示。

（四）“主题积累”习作训练方式。
每次习作前一星期，出示习作内容，

让学生在自己的习作素材库里， 挑选出
合适的习作材料。 在对学生进行习作指
导时，和同学交流，最后选定习作素材。
这样能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平时的素材积
累，在习作中的重要性。

三、 在行之有效的习作指导中教给
学生习作素材积累的方法

（一）捕捉瞬间，及时取材
教学活动中， 偶发事件时有发生，

如：课前乱糟糟的课堂；突然闯进课堂的
“不速之客”———蜜蜂、小鸟等；学生之间
闹矛盾；天气的突然变化等等，教师要善
于帮助学生及时捕捉那些精彩的瞬间，

把握时机， 适时引导学生及时摄取鲜活
的生活素材，自由练笔，放胆表达，让学
生感受到身边的一事一物都可以成为很
好的习作素材。

（二）习作指导，同中求异
在习作训练指导中， 要注意引导学

生学会观察和思考， 在观察中进行分
析、综合、比较、判断、选择，以获取更深
刻、更全面、更独到的认识。 在司空见惯
中寻找“新异”， 在习以为常中去发现
“特别”。

（三）读书摘录，剪报评析
古人云：“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

神。 ”因此，注意引导学生大量阅读，读
书积累同样是作文选材的重要源泉。 指
导学生做读书摘录卡片是积累词汇、学
习语言的重要方法，只要他们自己觉得
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性强的句子都可以
摘录下来。 另外，剪报也可以积累写作
素材， 有效地提高学生鉴赏和写作能
力。 剪报的内容没有限制，只要对提高
觉悟、增长知识、提高写作能力有益的
都可剪贴。

学生习作素材的积累既是一种习惯
的养成，也是一种意志的锻炼。 我想，只
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多加引导、督促，久而
久之， 学生就会对进入视野的人或事产
生独特感受，“无米之忧”不复存在，写出
来的作文自然就会鲜活动人。

小学生习作素材积累能力培养初探

加强研究性学习日常训练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
要》指出：综合实践活动是在教师指导下
学生开展科学实践、技术实践、社会实践
和班团队活动等，涵盖了研究性学习、操
作性学习、 体验性学习和服务学习四大
领域。

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培养， 离不开
平时的日常训练， 笔者就自己十多年的
科学实践活动经验， 谈谈如何在研究性
学习教学中进行日常训练， 指导学生开
展科学实践，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认真对待始业课。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研究性

学习教师一定要重视始业课的教学，做
一个会讲故事的研究性学习教师， 在激
发学生兴趣的同时训练学生良好的学习
常规。 我带任何一个班的研究性学习时
都会花 2 个课时给学生讲《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的故事》、李怡婷小朋友发现洒金
桃叶珊瑚可以作为油漆污染的指示剂等
故事， 让学生明白坚持是最容易却又是
最难的事， 引导学生在接下来的科学实
践中坚持做好记录， 培养坚持不懈和锲
而不舍的科学探索精神。

二、训练孩子大视野、广角看世界。
在研究性学习中， 我会播放一些世

界前沿科技， 如让孩子们观看杨洋在太
空中给孩子们授课、 神舟七号飞船发射
升空、宇航员在太空行走等视频，带领孩
子们参观北斗开放实验室和省科技馆，
引导孩子们了解 GPS、 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 组织孩子们讨论我眼中的中国、中国
是什么？ 中国的进步等问题，训练孩子们
大视野、广角看世界。

三、训练孩子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扩展了孩子们的视角，将孩子们拉

向广阔的宇宙、遥远的未来之后，我又
把孩子拉回自己的世界。 引导孩子们关
注身边的生活、自身的兴趣和社会的热
点，从生活中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培
养他们批判学习的习惯， 学会解决问
题，以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创新实践
能力。

（一）以孩子的兴趣或优势为核心，
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的热点、 自身的生活
和身边存在的问题。

在教学中， 我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
兴趣关注新闻媒体、 自然现象和身边的
问题，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如孩子们
在浏览《娄底日报》时发现涟源市六亩塘
镇湴冲村、 瓦坵村两村总人口 4000 余
人，大多数家庭只能饮用污染水，两年的
时间里，两村共有 50 余名村民因饮用污
染水患上肝、肠、胃等癌症。 从而引发了
他们对湴冲村、 瓦坵村癌症高发问题的
研究， 最终形成研究性学习课题———湴
冲癌症村的饮用水调查研究。 学生李玄
黄发现我随手搁置在办公室一个月的半
个馒头只干燥不发霉的问题而兴致大
发，从而开展了对馒头的研究，最终撰写
出研究论文《玉米馒头里的秘密》。 通过
引导孩子们关注社会的热点、 自身的生

活和身边存在的问题， 孩子们找到了大
量的研究性学习课题， 学会了如何解决
问题， 提高了他们的自学能力和创新实
践能力。

(二)重视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指
导，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孩子们因为年龄的特点， 遇到困难
容易退缩， 所以老师在平时要训练孩子
们迎难而上、锲而不舍的精神，在适当的
时候给孩子们提供方法指导， 提高他们
的自学能力。 在《走近创客，体验创新》的
研究性学习活动中， 孩子们对于采访有
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在游戏思维训练之
后， 在实践活动中训练孩子们的采访能
力， 让孩子们学写采访提纲， 做采访准
备，注意在采访中的文明礼貌，同时给孩
子们提供采访记录表， 指导他们采访结
束后整理资料， 让孩子们学会采访的方
法和技巧。

四、训练孩子观察与推理的习惯。
观察是获取知识和掌握技能最基

本的方法， 人们从外界获得的信息中,
有 90%是通过观察获得的。 上海三年
级学生李怡婷发现《洒金桃叶珊瑚可
以作为油漆污染的指示剂》，作为世界
首次发现， 就来源于她平时良好的观
察与推理习惯。 所以在平时的研究性
学习训练中，我总是有目的、有计划地
培养孩子们的观察能力。 下面以我指
导学生开展的《岩石的秘密》研究性学
习课题为例， 谈谈平时对学生观察与

推理习惯的训练。
（一）培养学生有目的、有计划的观

察习惯。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的感知活动，在

没有明确的感知任务时， 对象往往是肤
浅而不完整， 明确了目的任务去观察某
一事物，观察的对象就比较完整清晰。在
研究性学习中， 我带领孩子们进行岩石
的观察时， 会给他们提出观察任务和目
的———岩石的形状、 色泽、 表面有什么
等，培养他们有目的的观察习惯。

（二）观察过程中，指导学生边观察、
边思考，引导学生多问几个“为什么”。

如果观察时不动脑筋，不积极思考，
即使是新奇的东西放在眼前， 也会错过
捕捉的机会； 而处处留心， 善于思考的
人， 往往可以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中
获得重要的发现。 在学生观察岩石的同
时，我会引导学生一边观察一边思考：岩
石的表面为什么会有花纹？ 在敲打岩石
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难闻的臭鸡蛋气味？
岩石中为什么会有化石？ 化石是怎样形
成的……

（三）在观察完毕后，引导学生对观
察结果抱实事求是的态度， 培养学生严
谨的科学精神。

观察完毕后， 要真实客观地记录所
看到的现象和实验数据， 不能凭主观想
象任意修正或人为地编造数据。 如果实
验观察结果与预期的不一致， 要查找原
因，认真分析，进行重复实验。

娄底市第三完全小学 李晓敏 谢爱华

娄底市第五完全小学 肖桂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