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学作文起步教学指导与课例评析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杨 丽 萍

Email：1184391772@qq.com



一、《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关于写作教学的导向

二、小学作文起步教学课例观摩与评析

三、小学作文起步教学的指导策略

四、小学作文起步教学的讲评要诀

五、小学作文教学参考书目

目录
ONTENTSC



⚫最重要的关键词——

交际、运 用

一、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关于写作教学的导向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关于写作的分级目标表述

• 一级：培养学习汉语的兴趣和信心,抄写。

• 二级：掌握基本句型，可以造一些简单的句子。

• 三级：运用较为复杂的句型，就熟悉的话题进行沟通、交

流和描述，可以组织简单的语段。

• 四级：造句的正确率高，能就熟悉的题材进行描述、解释或比较，

可以进行一些基本的成段表达，能组织简单的篇章。

• 五级：能熟练造句，掌握一些成段表达的技巧，具备组织比较完整

的篇章的能力，具备进行比较流利的语言交流的能力。

•突出汉语交际能力在培养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中的地位



• 小学作文的学段划分：

第一学段/低年段（1~2年级）：写话(——写想说的话)

第二学段/中年段（3~4年级）：习作(——学习写作)

第三学段/高年段（5~6年级） ：习作(——学习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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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作文入门的起步阶段既是低年级看图说话、写话

的延续，又是高年级作文训练的准备；既是语文教学的

重点，也是难点。

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教师要努力创造各种机会，

让学生进行各种练习，以降低习作难度，激发习作兴趣，

习得写作方法，培养学生写作能力。让学生在习作的起

跑线上感受到精彩，体会到乐趣，引领学生轻松迈入习

作之门。



当前的写作起步教学存在
哪些问题？

回顾与思考：



很多字不会写；

作文字数不够；

作文病句多；

缺乏写作的兴趣和信心;

作文不知道写什么内容;

教师写作教学目标把握不准

…………………………………

【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



想一想：

起步作文如何教？



案例： 《苏西的作文》

一个叫苏西的女孩怎么也写不出一篇十二行的作文，她对着三个题目“时间”、
“自制”和“勤奋”写下了：“时间是短暂的，我们大家都应当充分利用时间。自制
是非常有用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想做任何事情都要很勤奋。 ”这就是她能写下的所
有句子。

此时，母亲见状对她说：“你是在尝试写自己根本写不了的题目。去花园玩吧，半
个小时后我叫你。”

当她再次坐到桌前的时候，她的母亲并没有逼她完成未完成的题目，而是说：“看
看窗外，写下你对看到的东西的想法。”

苏西最后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看到一朵云彩，高高在上，像一艘
大轮船航行在菌蓝的海面上。若是它不会让我弦晕的话，我真想坐在云彩上。绿色的
山丘镶着金边，看上去像披着金色的外衣。我可以看到远去的河流，看上去非常宁静，
尽管我知道它正飞快地奔向大海。 ”(-----威廉.麦加菲编的《麦加菲读本》)



• 起步作文要注重方法，讲究方法，引导学生多观察，多
积累，多阅读，放胆写作。



录像课对你有什么启发？

二、中年级作文起步教学课例观摩与评析



三、小学作文起步教学的指导策略

（一）建立一套积累素材的指导方法体系
（二）建立一套作中解困的指导方法体系
（三）建立一套评讲作文的指导方法体系
（四）建立一套修改作文的指导方法体系
（五）建立一套自觉写作的指导方法体系



（一）建立一套积累素材的指导方法体系

1、观察生活点滴

在学校中，我们可以引导学生观察身边的人和事。

比如：
“我们的老师身上穿的衣服有什么变化？”；
“今天我们上的哪节课最有趣？有趣在哪里？”；
“今天你和同学们做了哪些游戏？你认为哪个游戏最有趣？”
“校园里哪些花开了？开的花相比以前的花有什么变化？”；
“你今天是如何和同学们一起捉蜜蜂的？’



• 在家里，我们还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搜集家中发生的事。

比如：

“你今天做了一件事，什么让爸爸、妈妈很开心？”

“你天看了一部什么动画片，这部动画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

“你今天第一次学会了做什么事？”；

“你认为你这几天最高兴的一件事是什么事？”

• 在学校和家里以外，可以引导学生看日出日落，看天上飞的鸟，看看
田野里的美丽风光，看别人买东西时如何讨价还价，了解小伙伴们今
天都到哪里旅游了……

1、观察生活点滴



（一）建立一套积累素材的指导方法体系

2、阅读各类书籍

主要素材有：
◆小学生语文课本；
◆各种《小学生优秀作文选》；
◆各种经典名著。



3、观看电视节目

（一）建立一套积累素材的指导方法体系

动画片
电视剧、电影
娱乐节目

4、浏览网络信息



（二）建立一套作中解困的指导方法体系

1、作中解决学生字困难的指导方法
当学生出现不会写的字，可以用拼音代替，尽最大的努力鼓励学生写作，让学生

大胆写作。
2、作中解决学生词困难的指导方法
2.1 鼓励学生积累词语
学生要积累的词语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A）描写人物的词语（外貌、动作、语言、心理）
（B）描写动物的词语（静态、动态）
（C）描写植物的词语，（花、叶、茎、根）
（D）各种活动的词语
2.2 指导学生悟透词语
把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尽量和已经知道的事物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
考，在“理解一运用一理解”的反复训练中，真正理解了词语，在习作中运用自如。



（二）建立一套作中解困的指导方法体系

3、作中解决学生句困难的指导方法
3.1.把句子写完整的指导方法。
基本要求：一是句子表达清楚；二是结构完整。

作为最基本的单句一般有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讲“谁”或“什么”，后一部
分主要讲“干什么”、“是什么”或“怎么样”。最基本的单句如下图所示：



3.2.把句子写通顺的指导方法

➢注意把握词语在句中的正确位置。
如：用“小红”，“告诉”，“爸爸”，“妈妈”，“生病”，“了”这几个字词组成一句话，可以有
以下六种符合逻辑的表述：
①小红告诉爸爸，妈妈生病了；
②小红告诉妈妈，爸爸生病了；
③爸爸告诉小红，妈妈生病了；
④爸爸告诉妈妈，小红生病了；
⑤妈妈告诉爸爸，小红生病了；
⑥妈妈告诉小红，爸爸生病了。

➢注意合乎事理。如：春天到了，种子在长叶、生根、发芽。这一句虽然也通顺，但不合事理，因为植
物的生长规律是生根—发芽一长叶。

➢注意合乎人们的语言习惯。如我们常说“刮风了”“下雨了”。不能说成“刮雨了”、下风了。

（二）建立一套作中解困的指导方法体系



（二）建立一套作中解困的指导方法体系

3.3.把句子写灵活的指导方法
⚫变换词序表达同一内容。如：空中的燕子摆着尾巴飞来飞去。燕子在空中摆着尾巴飞来飞去。
⚫陈述句、“把”字句和“被”字句三者之间互换。如：森林爷爷战胜了狂风。森林爷爷把狂风战胜了。
狂风被森林爷爷战胜了。

3.4.把句子写具体的指导方法
加修饰语，也就是在关键词前加“（的）”或者“（地）”。例如：翠鸟掠过湖面。机灵的）翠鸟掠
过（波光粼粼的）湖面。汽车在公路上奔驰着。汽车在公路上（飞快地）奔驰着。
加补充说明的词语，也就是在关键词后加“怎么呢”的词语，以“得”为主要形式。例如：我们高兴。
我们高（得跳起来）。

3.5.把句子写生动的指导方法
⚫运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
⚫恰当引用古诗诗句、现代诗诗句、歌词。
⚫多用成语 观微课“五觉观察法”

起步作文训练.五觉观察法.mp4


4、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把一段话写连贯。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按照时间顺序
•按照方位顺序
•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
•以事物自身的结构顺序

4.1通过“排列句序”这种练习，逐步让学生知道如何按照一定顺序把句子组成一段文
字。
例如：请把下面的句子重新排序。
（）中午，凛例的寒风刮起来了，呼呼地刮了整整一个上午。
（）前些天暖和得如同阳春三月。
（）黄昏时分，风停了，就下起鹅毛般的大雪来。
（）昨天一清早，天气骤然变冷，空中布满了铅色的阴云。

（二）建立一套作中解困的指导方法体系



4.2.通过“按照顺序写话”这种练习训练。
例如：你最喜欢哪种花？请仔细观察后，把观察的情况分项填在下面的表内，
然后以植物的构造为序，写一段连贯的话。

4、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4.3.把一段话写生动
可以采用“根据提示写段落”的方法。
例如：

写一段话，用上至少三个比喻句。
写一段话，用上至少三个拟人句。
写一段话，用上至少一个排比句。
写一段话，至少用上“比喻、拟人、排比”三种修辞手法中的两种。

4、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写人=“外貌”+“事情”

5、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我的爸爸》

• 我的爸爸是个大帅哥，乌黑的头发，浓浓的眉毛，一双炯炯有

神的大眼睛，一撮短短的络腮、胡子，酵似电影明星古天乐。

爸爸是销售经理，经常要出差。每次回来，他都带回很多我爱

吃的东西，比如蛋挺、牛肉千、葡萄之类的。每次一回到家，

爸爸就大声喊：“冬冬，我的宝贝儿子，爸爸给你带好吃的来

了！”听到爸爸的声音，我都会喜笑颜开，飞快地地扑到爸爸

怀里，让爸爸抱抱，然后把好吃的东西收入嚢中，尽情享受着

食物的美味。爸爸不仅给我带好吃的，还能帮我修出现故障的

遥控飞机。有一次，我的遥控飞机玩着玩着，突然不能起飞了

，我怎么并它也飞不起来，我急得大哭起来。爸爸说：“不要

哭，爸爸一会就帮你修好。”他从工具箱拿来工具，叮叮当当

，三下五除二，遥控飞机便重新飞上了天空，我高兴得手舞足

蹈。这就是我的爸爸，一个爱我的爸爸。



5、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写动物=“外形”+“生活习性”
《小白鹤》

我家有一只白鹤，红色的嘴巴，肉色的鼻子，橘红色的双爪，加上雪
白的羽毛，美丽极了。小白鹤走起路来，小脑袋一伸一缩的，东张张，
西望望，时常还“哈味”地叫着，把尾巴忽得老高老高，像孔雀开屏，
神态彳艮骄傲，好像在说：“你们谁能比我美”小白鹤肚子俄时，就
会‘‘哈哈”地叫个不停。当我把食物撒在鹤子跟前时，只见它歪着
头警揭地看看动静，觉得安全时，就伸长膊子飞快地把食物对走，
《到食物后立刻缩回膊子，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它吃食很快，咏一下
食物点一下头，眼睛还一晚一地，非常有趣。小白鹤在空中飞行的姿
态也很美。他展开翅膀，快速地，时而高，时而低，时而快，时而曼，
在天空中划下了一道道美丽的弧线。飞累的时候，它就落在屋顶上面，
慢慢地挪动脚步，像一个悠闲的游客，在欣赏着大地的美景。

这段文字就是先描写了白鹤的外形，然后描写了白鹤“走路”“吃
食”“飞行”等方面的的生活习性，让人们很好地了解了白鹤。



5、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写植物：
“结构”+“静态”
“结构”+“动态”
“结构，+“静态”+“动态”
“结构”+“品质”

《我家的松树》

我家屋后有一棵松树，四季常青，苍翠挺拔。松树的根是须状的，无数条紧紧

地抱在一起，牢牢地抓住下面的土壤，让松树稳稳地战立在大地上。松树的蓋

主要由一根粗壮的主干组成，主干四周分布着一些分干，将松树的伞状结构清

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松树的叶子不像其他树的叶子一

样，都是碧绿的片状，而是深绿色，像一根根细小的探针，如果不小心摸上去，

扎手。松树的花小小的，呈浅绿色，方形硬豆状。一段时间后就结成果实一一

松塔。松塔里面是松子，呈倒三角状，掉在地上可以变成种子，来年还会长出

一棵小松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在冬

天，狂风、大雪一遍又一遍地摧残着松树，可松树依然傲然地挺立着，让人不

仅肃然起敬。它这种面对困难不屈不挽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这一段文字先是描写松树的位置，然后对松树的结构依次进行了描写：根——

茎——叶子——花，最后对松树的品质进行了赞美，逻辑上很有层次性。



5、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叙事=“中心词”+ “具体事情”

《童年傻事》

童年时，我曾做过许多傻事，其中有一件事情，至今仍记忆犹新。记得我五岁
时，幼儿园发了一本故事书。怕把故事书弄脏，我便软磨硬泡地让妈妈给我买
了一个书皮，包了起来。书皮上面印着一个黑猫警长”，威风漂漂，我爱不释
手。可是，一段时间后，书皮皱了，非常难看。一天，我看见奶奶在焚衣服，
那皱皱的衣服一会就变得平整起来了。我眼前一亮：衣服都能焚平，书皮为什
么不能被焚平呢？于是，趁奶奶不在，我便把焚斗偷过来，学着奶奶的样子，
小心翼翼放在书皮上。还一本正经对‘‘黑猫警长”说：“警长大人，一会，
我一定让你重整雄风”谁知刚焚上去就听到“攻一一“一声，还有一股刺鼻的
塑料味。我往焚斗上一看发现“黑猫警长”，我以为“黑猫警长”被我杀害的，
我害怕地哭了起来。奶奶听到哭声，连忙跑了过来：‘‘小宝贝，怎么啦？”
我哭着说：‘‘我……把……黑……猫……警长……杀了！……呜……”奶奶
听后，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傻孩子，塑料一遇热就会溶化啊！并不是你
把黑猫警长杀了啊”我半信半疑地问：“是真的吗？”奶奶笑眯眯地说：“当
然”我眸大眼睛好奇地问道：“那为什么衣服不会溶化？”奶奶耐心地解释道：
“傻孩子，衣脂是布的，又不是塑料的，怎么会溶化呢？”“原来如此……”
现在，每当想起这件傻事，我都会脸红到膊子根，后悔不已。



5、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写景=“定步换景”或者“移步换景”
《春天的美景》

春天到了，到处生机勃勃。屋前的那棵桃树，光秃秃的枝干上，

已泛起一丝丝绿意。那棵梨树上，已经长出了一点点小花蕊，凑

近一闻，已有缕缕清香。我信步来到了小河旁。春天的小河已经

开始热闹起来，小鱼在快乐地禧戏，小坏在悠闲地散步，不时欣

赏河两岸的美景。在阳光的照耀下，河面波光歡歡，像天空中的

繁星在不停地吃着眼睛。我又来到了田野。金灿灿的油菜花铺满

了田野，像一条綿长的地毯。牵牛花、铃铛花和一些不知名的小

花悄悄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勤劳的农民伯伯又开

始忙碌起来：播撒谷种、春耕、犁田……啊！春天，你是那么生

机盎然！



5、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写物品=“顺序描写”

《台灯》
我的书桌上放着一个漂亮的台灯。台灯的底座是青色的，
像一条清激的小河。上面有一条红色的小金鱼，在美丽
的小河里快乐地嬸戏游玩。小金鱼的眼睛，闪闪发光，
只要轻轻一按这眼睛一一台灯的开关按钮，卧室里立刻
就亮堂堂的。小金鱼的身体中间是一个小表，表面上三
根针像赛跑似的，不停地奔跑，不时提醒我：时间不等
人。表后有一个银色的支架，长长的，可以多个角度调
整灯的位置。支架的顶端有一个喜羊羊灯，喜羊羊穿着
蓝色的衣服，黑色的眼睛透着一股机灵劲，眼睛下面有
一只黑色的鼻子和一张黄色的嘴。喜羊羊双手紧紧抱着
一只白色的灯管，生怕会掉下来。看着这么尽心尽职的
喜羊羊，我不禁肃然起敬。这就是我的小台灯。



5、作中解决学生段困难的指导方法

写童话=“中心画圆”
《小猫整容记》

森林里要举行选美大赛，小猫也跃跃欲试，但不知道才能
获胜。于是，它去请教狗大哥，狗大哥说：“你呀，要像
明星一样整容，把自己变得光彩照人，这样你才可能在选
美大赛中获得好成绩。”听了狗大哥，小猫连忙去找咏木
鸟医生。小猫一进医院门，就大声嚷道：“医生，医生，
我要整容”疼木鸟医生热情地问道：“你要整成什么样的”
小猫想了想说：“我要整成章子怡那样的”咏木鸟医生自
信满满地说道：“包在我身上，没问题”于是，咏木鸟医
生三下五除二，就帮小猫整容好了。整容后的小猫一照镜
子，可满意了：毛变白了，还熨卷了，胡子也刮了，嘴也
变小了，眼睛变大了不少，鼻梁也塑高了，脚也涂红了。
它想：“现在我变漂亮了，一定能在选美大赛上拿个冠
军。”小猫高高兴兴地去参加选美大赛。大家一看，这哪
是猫，完全一怪物。小猫落选了。正在那落泪了！



（三）建立一套评讲作文的指导方法体系

1、掌握讲评作文的基本步骤
•列举成败
•欣赏佳作
•同题异构
•品评次作
•小结本课

2、关注讲评作文的要点
•作前少指导，作中、作后多指导
•点面结合；通过多种方法进行讲评
•争取多“面评”
•以激励为主



（四）建立一套修改作文的指导方法体系

明确修改作文的步骤：
✓第一步：订正“别字”。就是查找作文中的错别字，并一一改正。
✓第二步：斟酌词语”。就是查找作文中用得不恰当的词，并一一改正。
✓第三步：修改“句子”。就是看看作文中除了错字、用得不恰当的词语，
还有哪些语病（包括错误的标点符号），找出后一一改正。
✓第四步：调整“段落”。就是调整、修改段落，让段落更加充实，更加生
动，更加形象，让作文段落的安排更加合理。
✓第五步：推敲“篇章”。就是看看整篇作文中还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一
一进行修改。

建立多样的修改作文的方法。自己修改；同学修改；老师修改；家长修改；
网络修改



（五）建立一套自觉写作的指导方法体系

写日记
写周记
写随笔



讲评课的三大目标

◆激励——保持兴趣、增强信心

◆反馈——明确得失、指明方向

◆诊断——二次指导、不断提升

四、中年段习作教学的讲评要诀



讲评课的三大原则

◆ 积极评价，正面引导（兴趣、习惯、创意的表达等）

◆ 抓住关键，突出重点（是否表达了真情实感，表达是否得体恰当 ）

◆ 具体操作，实践锻炼

四、中年段习作教学的讲评要诀



具体操作，实践锻炼

1. 典型病文，集体会诊。

2. 笔指口念，语病自现。

3. 欣赏佳句，共同提升。

——经历过程 掌握方法



五、作文教学推荐书目

1.管建刚文教学（小学卷）》

6.《可以这样教作文：《我的作文教学革命》《我的作文训练系统》《我的作文评改举
隅》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

2.吴勇：《童化作文》

3.何捷：《游戏作文》 《和学生一起写作文——写作教学进行时》

4.袁刚、陆云：《新派作文实践与操作》

5.《走向有效的作——24位名师的小学作文教学经验》
7.郭学萍：《小学创意写作》
8.张云鹰：《开放式习作教学》
………………………………



◆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信心是成功的基石。

◆ 阅读和生活是习作的两只翅膀，要注重“双积累”，语
言积累和生活积累。

◆ 目标合适一点，任务容易一点。

◆ 让孩子体验成功，写作教学就成功了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