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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小学作文教学中，许多教师
都重视素材积累和技能训练这两方
面。在素材积累上，教师总是在向学
生强调：平时要善于观察身边的各种
人和事物，要多写日记和周记，要摘录
优美的词句等；在技能训练上，教师总
是在介绍各种技巧，譬如开门见山、卒
章显志、草蛇灰线、一波三折、总分总
等。素材积累和技能训练固然重要，
但写作中有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呢？我
觉得是思想，或者说是观念与认识，这
些同样需要训练和提高。
做任何事情想取得好的效果，一
定需要好的观念作指导。前些年，中
国改革开放的发祥地深圳曾评选过最
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像“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
“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
“ 敢为天下先”
“ 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
“ 来 了 就 是 深 圳 人 ”等 都 榜 上 有
名。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评选呢？因
为他们认为：
深圳的高速发展，离不开
先进观念的引领。其实作文何尝不是
如此呢？作文需要生活和素材，需要
技巧与能力，但光有这些显然是不够
的。如果文章没有思想，纵使素材再
丰富，技巧再复杂，也是言之无物的花
架子。
要想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
离不开新颖独特的思想。思想是一切
创作之灵魂。
此外，写作者一旦拥有了独特而
深刻的思想认识，反过来又能大大提

高自己洞察生活的敏锐度，从而发现
更多的写作素材。如此，写作状态就
成了良性循环，写作水平也会水涨船
高。因此，开掘学生思考的宽度与深
度，是中小学作文教学的重要任务。
也许有人会觉得：素材是实实在
在的，技能是显而易见的，可思想是虚
无缥缈的，它来无踪去无影，在课堂上
怎么教学，又怎么训练呢？
其实，思想训练也是具有可操作
性的，最为行之有效的做法，就是找一
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新闻事件让学生发
表观点。国内各大纸媒都开设有时评
专版，平时可以选择一些优秀的时评
文章供学生借鉴学习。
每一个新闻事件几乎都可以从多
个角度来评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只不
过有的角度明显，有的隐蔽而已。教
师首先要训练自己成为专业或准专业
的评论员，并努力引导学生，让他们也
勤于思考，在广阔的视野中寻找属于
自己的话语方式。
广度拓展不是顿悟，不是寻找灵
感，不是奇思妙想，它是有规律可循
的，基本途径就是着眼于每一个讨论
对象，将思考的要点罗列出来，例如下
面的新闻事件：
2017 年 5 月 31 日晚，南京市玄武
区 警 方 抓 获 一 名 偷 窃 者 ，名 叫 刘 金
霞。她有一对患病的双胞胎女儿，丈
夫不堪忍受生活重负而离家出走，她
一个人靠种地维持生活。这次，她带
着一个孩子到南京治病。因为付不起
住院费，她只能租住在两平方米的房
子里，白天带孩子到医院打点滴。她

到超市偷了一点杂粮和一个鸡腿。
“为什么不多偷一个鸡腿？”办案
民警很疑惑。
“我就是给孩子吃，不是自己吃。”
刘金霞说。
她还偷了儿童读物，说是送给孩
子的“六一”
儿童节礼物。当这件事情
经媒体报道后，南京市民纷纷伸出援
手，共募捐了 11.3 万元资助她。
对此事件，教师可先引导学生找
出事件的主要涉及对象：
刘金霞、刘的
丈夫、刘的女儿、警察、南京市民、新闻
媒体……一涉及不同的对象，实际上
就有了不同的视点；有时对同一对象
还可以作褒贬不同的评论，譬如刘金
霞，既可以赞扬她真挚的母爱，也可以
批评她偷窃的不正当行为；对刘的丈
夫，自然是要批评他缺乏对家庭的担
当；对刘的女儿，在“六一”
儿童节来临
之时，却没有像同龄人那样收到礼物，
是值得同情的；南京警察如何呢？他
们的处理充满了人性化；南京市民们
呢？不但没有计较刘金霞的偷窃行
为，而且慷慨解囊，表现出善良与大
度；媒体也做得非常好，为底层百姓的
利益鼓与呼……
而在这一事件中，媒体起着关键
作用，没有媒体的报道，这一事件不可
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因此，就这
一事件，学生们可以写出好多篇作文。
写作文除了要拓展思维广度，深
度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好比掘井，
只有挖掘达到一定深度，才可能获得
清冽的甘泉。不要以为写作需要观
点，那么有个观点就可以了，用不着分

析。所谓深度，就是要摸索事物的来
龙去脉，为当事人的行为寻找原因。
譬如下面的事件就比较典型：
近日，在陕西西安，一位老太太抱
着孩子上公交车，司机梁师傅用广播
提 醒 乘 客 让 座 ，可 迟 迟 不 见 有 人 行
动。梁师傅索性将车停下。大概过了
5 分钟，一位中年男乘客站起身，给这
位老人让了座，梁师傅才重新启动车
子。事后，梁师傅的行为引发众议。
教师可以请学生说说：梁师傅做
得对不对？
“对”
与“不对”
是两种鲜明的基本
态度倾向，不管怎么回答，教师要进一
步追问：
对在哪里或错在哪里，迫使学
生把态度倾向转化为有条理的观点。
认为“对”
的学生可能会形成这样的观
点：
梁师傅积极倡导文明礼让，值得赞
赏。反方学生的观点可能是：不管多
么好的行为，不能强迫别人去做。
待学生有一定思考之后，教师再
进行第三次追问：文明礼让是否属于
法律法规的范围？它与法律法规的区
别在哪里？假如梁师傅停车后，一直
没人起来让座，他是不是可以一直停
着车不启动？作为司机，主要职责是
什么？步步追问，目的就是为让学生
深刻理解事件的实质。追问之后再动
笔，写出来的文章即使短，也会有一定
的深度。

评价前置
□海盐县于城小学

陈宝国
家长群能沟通教师和家长之
间的情感，提高教师在家长中的
威信，好处多多，成效显著。班级
建立家长群是很自然的事。布置
作业、发送通知和信息非常便利。
建群之初，教师可提出相关要求，
并自己带头，把群建得纯正、有效
一些。在使用过程中，教师一旦
发现有悖于规定的内容，
应及时予以提醒和制止。

骄 阳
建不建群得看教师是否有需要通过微信群进行
家校互动。群建好后，一定要与群里每位成员约法三
章：一是要遵守网络安全法规，不在群里发违法违规
信息；二是在规定时间发规定内容，不能让群打扰成
员生活；三是只有群主才能@所有人。
河 港
家长微信群是家长们互相交流的平台，只要不涉
及原则性问题，还是应该让家长们畅所欲言。一方
面，可以了解其他学生的学习情况，对自己教育孩子
有所启发；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从家长的聊天中了
解到许多平时没有发现的教育教学问题，改进工作，
提高质量。在家长微信群中设置种种限制的原因，主
要是学校教育教学中还存在着不少短处，过多议论对
学校和教师发展不利。
傅伟平
微信因其方便快捷的交流方式，已经和我们的生
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一般有手机就有微信号。所以
家长群肯定要建起来，至于使用中产生的一些负面作
用，我们可以用策略避免。教师要有一个管理运作的
方案，就像备课一样，各种情况都要有预设，制订应对
措施，把主动权控制在自己手上，切不可任其野蛮生
长。微信毕竟只是一个应用程序，只有科学合理的使
用才能让它发挥出最大效果。

李 青

第

前几天一个令自己振奋的消息，我执教的《纸编花篮》
这一课在 2018 年嘉兴市小学劳动与技术学科课堂教学评
比中获得一等奖。欣喜之余细细回顾，正是一次又一次的
试教经历，让课堂从粗糙慢慢走向精致。
“语言缺少激情和
激励性，视频时间过长，思想性渗透不够……”这些都是磨
课过程中，听课教师给我的反馈，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建议
是“让学生自己探究出作品标准并把评价标准前置，不要
让评价流于形式”
。
是呀，以往我执教劳技课都是在学生完成作品后，才
出示评价标准，然后让组长来评。粗看也没什么问题，可
是这是为评价而评价。当学生看到标准时，已经没时间修
改自己的作品了，
导致评价对教学效果提升起不到作用。
找到了问题症结，可是怎样改进呢？我又仔细研读了
教材，
《纸编花篮》包括金点子、巧手站、交流坊和评价苑四
个板块，旨在让学生通过本课学习，掌握十字交叉编织花
篮的方法。一个花篮由篮底、篮身、篮沿和提手四部分组
成，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在试教和自己制作花篮的过
程中，我逐渐领悟到篮底和篮身有共同点，篮沿和提手也
有共同点，那么，怎样在教学过程中，润物无声地把评价标
准渗透进去呢？
实物展示半成品篮子，
已经编好了篮底和篮身。
师：
你觉得在编篮底和制篮身的过程中，
要注意什么？
生 1：在编篮底时，纸条之间的缝隙要小一些，完成后
用透明胶固定，
方便篮身的制作。
生 2：我同意这位同学的观点，纸条之间要紧密，要不
然“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
（课堂里响起了学生轻松的笑声。
）
生 3：
在篮身制作完成后，
要将纸条之间调整得更紧密
和平整，
这样看上去才美观。
师：
（板书“紧密平整”
）同学们经过自己的体验，说得
很到位。
“ 紧密平整”是我们等会儿评选最佳作品的标准
之一。
接下来，我在巡视指导过程中，发现学生们在尽力调
整纸条，
使其紧密，
使其平整。
同样，学生们还总结出在收篮沿和做提手的时候，要
用固体胶粘牢，可以用剪刀剪出不同图案，也可以画一些
图案上去。因此，
“牢固美观”是我们评选最佳作品的又一
条标准。
我发现不同的小组在操作过程中侧重点不同，有的喜
欢装饰篮沿，有的让提手与众不同，有的在篮沿和提手上
都作了小小改动，但他们在用固体胶时都涂得很认真，篮
沿和提手都粘贴得很
牢固。
无论哪个阶段、哪
种方式的评价，最终目
的都是为了提升教学
效果。评价前置，让学
生在制作作品前就有
了努力方向，从而激发
创作热情，更好地完成
256
学习任务。

这些群规，
教师和家长须遵守

□杭州市萧山区教育局教研室
朱华贤

家长微信群怎样管理才好？（续）
——

观点训练受忽视，
成作文教学短板

会稽布衣
我一直认为微信群是一种比
较低效的沟通方式，在成员管理、
聊天记录查询、大文件共享等方
面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我更多
地使用 QQ 群，将学生们需要的珍
贵照片以及电子作业等存档，与
学生、家长共享，效率比微信群高
多了。
如果要建微信群，先在家长
会上和家长约法三章：不发广告、
不拉票、不发红包；公事公聊，私
事私聊；晚上 10 点以后不建议发
言；要私聊互加好友，不建议在群
里@。任课教师发布作业或提醒
后，家长看到即可，用不着发“收
到”
“ 回复”之类，以免刷屏淹没重
要信息。
我还邀请学生加入家长群，
让家长发言给孩子做表率。

为了充分展示新生入学课程学习成果，近日，常山县天马一小隆重举行了一台内容丰
富多彩的文艺会演，通过歌舞、球操、环保走秀等形式，围绕“会吃饭”
“会扫地”
“会问好”等
“十二会”
内容编排节目，
展示学生的自主管理技能。
（本报通讯员 陈宝国 摄）

电脑黑屏了，
你想到什么？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中心小学白洋校区
陈升阳

招

今天，我和我的学生读了一篇短文，短文
后面有一些阅读题，我刚想让学生发表想法，
发现电脑黑屏了。
我正纳闷，一个学生说：
“电脑启动屏幕保
护了。”
我一动鼠标，屏幕又显示了。我问：
“同学
们，从刚才电脑发生的情况，你想到了什么？”
生 1：
“ 我想到了‘劳逸结合’这个成语。
电脑亮屏的时间一长，人不去使用它，电脑就
需要休息，屏幕就不显示了。我们也要像电脑
一样，学会定期放松。”
学生们不禁笑了起来。
生2：
“我想到了电脑要经常使用，
不然就会
黑屏。就像我们，
要多动脑，
才会有新的发现。
”
我说：
“是的。刚才朗读短文的时候，我发
现有个别同学没有张嘴，还有个别同学趁机在
做小动作，这个习惯一定要改，不然就会像电
脑一样，经常不用，
就黑屏了。
”
生 3：
“ 我觉得电脑屏幕保护是节能的一
种方式，发明这个功能的人和使用这个功能的
人，都很有环保意识。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更多

的节能环保行动。”
……
一个课堂意外点燃了学生们的思维。
我赞赏道：
“刚才大家的回答有理有据，这
就是结合生活的联想，是非常好的思维方式。
平时很多同学做阅读题，看到‘联系生活实际，
说说你的想法’这一类型的题目，老是做错，这
是因为他们只读了短文，并没有联想到自己的
生活。其实，这一类型的题目很简单，刚才电
脑黑屏，你们表达了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就是
在把阅读和生活联系起来。今后大家坚持这
么思考问题，就不怕这一类型的题目了，你们
肯定能行的。”
果然，
此后学生们的表现比以往有了改观。
“联系生活实际”类型的题目往往出现在
试卷的最后，且留给答题的空白往往有很大一
块，这就给学生“这题很难”的心理暗示；再加
上学生容易“就题论题”，将“阅读”和“生活”割
裂开来，所以惧怕阅读题，无从下手。有鉴于
此，教师需要在学生心中建构一个观点：阅读
就是生活，读别人的生活，联想自己的生活，就
能让我们活得更好。就像今天课堂上的这个
插曲，使学生们想到了自己，想到了他人，想到
了社会现象，就是多元的联想。

小监视器
教师与家长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毕竟有限，建一个
微信群可以说是最好的联系方式，也很有必要。前提
是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报喜不报忧，可以把
学生的优点和喜事晒出来供家长分享学习，个别学生
需要改进或家长配合的地方，必须私聊；二是保证用
好一条渠道，有些教师用校讯通、QQ 群、微信群把信
息各发一遍，让家长感到疲劳，如果建了微信群，那最
好只用微信群；三是无特殊情况勿用“收到”
“谢谢”之
类回复导致刷屏；四是家委会管理的有关事项，最好
另建一群，不要有教师加入；五是教师可以精选转发
与教育教学类紧密相关的文章，但一周最多不宜超过
一篇；六是微信群不是万能的，适期举行班级家长会、
和家长电话交流仍有必要。总之，建群后家长感觉不
到累赘与压力，
目的就达到了。
龙泉许东宝
网络安全是重中之重，如外省一所学校营养餐给
学生吃泡面，上午在网上曝光，下午校长就被处分。
家长素质不一，
建群就要管好群。
翘 楚
家长微信群管理需要规章，更需要智慧和情感。
群主要明白告知哪些事不可以做，且一旦出现违规现
象就及时处理。若是这样，微信群就是一个美好的
群，群成员都是朋友。大家可以就孩子的教育互通有
无，互相学习；任课教师也可以参与进来，回答家长的
一些问题，推送学科学习方法。用好了，既方便，又有
效。有位教师初三时建起学科帮扶生家长群，让家长
参与到对帮扶生的学习管理中，家校监督，分享进步，
效果倒是不错的。

下期话题：

名师是否一定出高徒？
扫码参与
无须注册
回帖精彩
或有稿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