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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盼望冬天的到来!因为冬

天的烤地瓜特别香甜! 每当我买地瓜

的时候! 都会想起那个卖地瓜的老奶

奶"

一年冬天!在放学的路上!我看见有

卖地瓜的!我高兴地冲了过去"卖地瓜的是

个老奶奶!那个冬天非常寒冷!我放学回家

经常能看到那个卖地瓜的老奶奶" 老奶奶

站在寒风中!穿着老头鞋!裹着旧棉衣!有

时冻得直跺脚" 她面前的烤炉上放着几个

烤得冒油的地瓜!馋得我直流口水"我禁不

住走过去问卖地瓜的老奶奶烤地瓜多少

钱一斤!她说
!26

元一斤!我说便宜点行

不行!老奶奶说不行!一分都不能便宜"

我看老奶奶很严肃的样子! 她是不会

给我便宜的" 闻着地瓜诱人的香味!

我还是挑了一个比较大的地瓜 !

老奶奶称了称地瓜!说#$

!

元%!

我说 #$

$

两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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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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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要我
!

元呢& %老

奶奶说 #'

"

分钱没

法找哇 !四

舍五入不就是
!

元嘛(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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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行不行& %老奶奶说#'不行!就
!

元%"

我想#在别的地方买地瓜!不但可以讲

价!也可以把零头抹去" 这个老奶奶可真

抠门!我以后再也不来她这儿买地瓜了"

可是! 这之后没几天发生了一件令我

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一天!我和妈妈去捐赠衣物!我忽然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不是'抠门%的

老奶奶吗( 只见她正拿着崭新的棉衣交给

工作人员!说要把它捐给灾区的儿童"我忽

然觉得! 我那天买地瓜可能是误会她了!

原来那个'抠门%的老奶奶是把城里孩子

买零食的钱积攒下来! 捐给灾区的儿

童"

通过这件事! 我改变了对老奶

奶的看法" 从此!每当从这里经过

的时候! 我都要向老奶奶投去

敬佩的目光! 并且每次我都

忘不了买一块烤得冒油

的地瓜" !张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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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红心#女#本科学历#小学一级教师#曾获市级优质课一等奖#被评为$市级优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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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学

生的习作是

语文教师的

重要教学任

务! 而能上

好作文课 !

更是语文教

师综合素质

的体现" 如

何培养学生

的作文兴趣! 使学生愿

写 )乐写 )会写 !使写作

对学生来说不再是苦

事)难事!我在教学过程

中做了以下尝试*

一&多读

读书是获得知识的

重要途径! 也是作文内

容的重要来源* 学生通

过读书! 可以间接地看

到许多平时生活中未曾见到

的事物!学到许多不曾学到的

知识! 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认识!

陶冶他们的情操!丰富他们的语

言!这些都是作文中必不可少的

准备*

指导学生从阅读中积累材

料!首先要让学生读懂!每读一篇

都要有收获! 而且尽可能地做到

熟读成诵!把文章中的词语句式+

精彩段落积累到自己的语言 '仓

库%中,正因为学生在读书中积累

了材料! 为自己习作提供了参考

和借鉴!才使文章更加生动有趣,

在开展课外读书活动中!要

注意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

阅读能力和良好的读书习惯!要

指导学生读有益的课外书,教师

首先以身作则! 养成好读书)读

好书的习惯! 然后精心筛选!把

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推荐给他

们,如-小学生作文选.+-中国少

年报.+-少先队员.+-小学生学

习报.等,让学生博览群书!从中

积累写作素材,常言道#'书读百

遍! 其义自见%+'熟读唐诗三百

首!不会吟诗也会/偷0%,学生正

是通过博览群书!以'移花接木%

之功!把书中的好词好句灵活运

用于写作中!使文章的语句更加

生动!这是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

一个途径,

二&多说

推广普通话!正确运用语言

文字!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不可

缺少的一项措施, 每教一课书!

我都要在语言文字上认真准备!

通过查字典+听录音等方法进行

文字校对! 逐字逐句把语音读

准!把好普通话关, 同时重视课

内+外的语言训练, 课堂教学内

容用普通话讲授!课外用普通话

和学生交流!注意抓好学生普通

话朗读+即兴说话+复述故事等

口语训练! 课内外杜绝说方言+

土语, 持之以恒!使学生用词造

句不再流行于方言土语!这样一

来!学生就会在作文中写规范词

句,为使学生真正认识普通话的

重要性!我有时有意识的列举一

些典型方言!让学生翻译成普通

话!有时给学生讲因为不会说普

通话而闹的笑话, 以上种种活

动!使学生深受教育!进一步激

发了学生学说普通话的热情!许

多同学真正做到了'出口成章%,

这样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明

显提高! 文章内容也更加具体+

生动+丰富!因此增强了可读性,

三&勤写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学生写

作的大问题是他们无话可写+无

材可选, 每让他们写作时!往往

是内容空洞! 流水账似的记录!

极少有作文的愿望,这固然和学

生的生活不够丰富充实有关!更

主要的是平时对周围事物不留

心!不用心观察!也不动脑去想!

许多值得写的内容从眼皮底下

溜走了, 要使学生有内容可写!

教师要注意丰富学生的生活!引

导学生养成细心观察和认真思

考的习惯!时刻做有心人!勤于

动笔!把所见+所思+所感用日记

或周记的形式写下来!这就是取

之不尽的作文材料,

在检查和督促学生勤写日

记+周记的过程中!我发现勤写

的学生作文能力往往较强!写出

的文章中心明确!语句也比其他

同学生动有趣!写作的材料很具

有代表性,

四&勤评

'文章不厌百回改%!说明好

文章是从修改中得来的,对学生

作文的评改要注重实效性!批改

要及时!不要让学生对此次习作

淡忘了才去改1 要有针对性的

改! 评语要多用鼓励性的语言,

评改的方法要尽可能多样!可由

教师亲自改!也可把学生分成小

组互相讨论+共同修改!也可针

对某一学生边看边改,对于学生

作文中出现的问题!教师要满腔

热情的帮助指导!不能用批语横

加指责,通过教师和学生勤评勤

改! 可以增强学生的写作兴趣!

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因

为他们在评改中得到了启发!收

到了教育!了解到了自己作文的

优+缺点!写作的思路更加开阔!

积极性更高,

俗话说#'台上三分钟!台下

十年功%,只有洒下辛勤的汗水!

才会有好的收获,要提高学生的

写作能力! 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关键在于教师持之以恒地善导+

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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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组织小记者现场采访
9

都会看

到这样一种情况# 有的小记者初生牛犊

不怕虎!东跑西钻寻找采访目标+沟通+

提问!顺利进行采访1而有的小记者则怯

生生地跟随在一旁! 见了陌生人心里犯

怵+ 不敢开口说话, 两种截然不同的表

现!归根到底在于有无自信心,要当好一

名小记者!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小记者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平时独往独来惯了!再加上年纪小!接触

外界少!除了在学校和同学+老师打交道

外!剩下的就是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亲

戚朋友打交道了! 因此有些小记者不敢

或不愿与陌生人接触, 可是!新闻是'七

分采!三分写%得来的!如果连基本的与

人沟通都害怕! 那怎么搜集素材写文章

呢& 初学采访!害怕被采访者拒绝!或者

担心自己的提问不到家! 这些顾虑是可

以理解的,如果说你没做小记者!这样做

也就罢了!但现在身为小记者再这样!就

说不过去了,要成为一名记者!应该具有

风风火火+敢闯世界的勇气!没信心+胆

怯!注定了采访的失败,所以我们做小记

者的! 首先一定要克服掉胆小怕事的不

良心理!然后要多参加实践!对于小记者

来讲!勤于实践!可以不断增强采访的信

心!提高采访水平!使一个胆小者逐渐变

成一个胆大的人, 如果临场胆怯的小记

者!在每次采访前!建议能在心里喊一句

'我能行%!别小看这三个字!它里面体现

着小记者的蓬勃朝气! 体现着小记者不

怕困难和敢于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如果你想当小记者!不妨从确立'我

能行%的信念开始!只要有当小记者的自

信心!同时在生活和学习中不断努力!不

断实践!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你也

一定能当好一名合格的小记者,

小记者采访时要注重形象, 什么叫

记者& 记者就是记录新闻的人, 那么!新

闻又是什么&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对大家

都重要的事情,明白了这两点!就明白什

么是小记者了! 因为小记者的任务与大

记者基本一样, 小记者就是要做小朋友

的代言人!要代表小朋友去提问,并不是

每个小朋友都能当上小记者!你当上了!

就要珍惜自己拥有的这个光荣'称号%,

作为小记者!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

象, 坐得要直!要坐有坐样, 一个记者歪

着斜着坐!人家会说这是假记者,记者要

有记者的风采,坐得要直!坐得直有什么

好处吗&人的脊椎就象交通要道一样!如

果是笔直的!就没有什么障碍!所有的车

辆从那里经过! 你的大脑细胞就充满了

血液和氧气!这样人就比较精神,如果你

总是歪着+斜着那样坐!就像道路交通堵

塞了一样!有弯曲的地方就容易堵车!犯

困!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注意自己

的姿态,站在别人面前!人家一看这小记

者就是不一样!坐要有坐样!要坐得直!

腰板要挺起来,走路也要直起腰板!要有

记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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