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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写作文， 这是很多孩子和家
长的老大难问题， 其实回顾我们上学
那会儿， 班里除了极个别特别喜欢写
作的孩子之外， 大部分人， 对写作文
都很犯难， 为啥呢？ 感觉一是生活经
验太少， 不知道写什么， 二是脑袋里
词汇太少， 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

所以等女儿上学后， 我就一直试
图培养她对写作的爱好。 我想， 一个
善于表达自己各种想法的孩子， 写的
时候应该会有更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

所以经常鼓励她在跟小朋友交往时多
沟通、 多表达， 包括家里的柴米油盐
生活， 也会让她多发表意见。 随着她
年龄越来越大， 表达欲望越来越强烈，
经常会跟我们 “顶嘴”， 每每这时， 她
爸爸都非常气愤， 我都会背后安慰她
爸爸： “顶嘴” 说明孩子有自己的想
法， 有自己的思维， 这是好事嘛。

此外， 鉴于孩子词汇量太少， 我
给孩子买了大量的书， 有适合她这个
年龄看的， 还有超出她这个年龄的书。

平时周末，我们一家三口都会找一个下
午，聚在一起看书。家里到处放着书，孩
子慢慢就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

我崇尚有一定重量的 “快乐教
育 ”， 怎么说呢 ， 就是虽然孩子还很
小， 我会鼓励她去看大量的童话故事，
但是我不会让孩子完全活在天真美好
的童话世界里。 也会跟她沟通一些生
活里的事， 包括一些很轰动的新闻事
件， 也会当成故事跟她讲一讲。 有时
间也会带孩子去动物园、 公园、 游乐

园玩， 带她去吃很多美食， 体验各地
的风土人情。 我们走到每个地方， 我
都会跟孩子交流一些彼此的感受， 然
后鼓励孩子写下来， 孩子养成了每天
写日记的好习惯。 我们从来不看孩子
的日记， 时间长了， 孩子的日记都有
厚厚一摞了， 而她在学校的作文越写
越好， 经常被老师夸奖， 语文成绩也
非常好。 所以说， 让孩子多看、 多玩、
多表达 、 多写 ， 写好作文并不难喔 ，
而报班也就没有必要了。

讲述人简介：
李女士 某文化公司职员 女儿12岁 ““让让孩孩子子多多看看、、多多玩玩、、多多表表达达、、多多写写””

写作 ， 相当于是一个记录生活 、
表达看法、 展现自我风采的舞台， 可
以表现个性和才华， 为什么有些学生
会怯场呢？ 大概一是因为太在意老师
打分的环节， 写作时畏手畏脚、 瞻前
顾后， 不敢放开心胸展现自我， 过于
小心翼翼反而得不到高分， 因为失了
真性情， 泯然于众人； 还有一些学生
平时下功夫不够， 准备不充足， 仓促
上场， 所以内心慌张。 当然， 太业余
的表现也很难得到老师的青睐。

报作文班是否有用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孩子有写作的兴趣和基础， 只需

要一些方法和技巧的点拨， 报班可以
提升得很快。 如果是不爱写作的孩子，
懒于动笔、 难于动笔， 只想通过报班
找些写作捷径一蹴而就， 效果就不大。

怎样才能写好作文呢 ？ 一个字 ：
练！ 必须通过长时间刻苦练笔才能达
到心之所想 、 笔之所出的熟练水平 。
日常勤写随笔和日记是不错的方法 ，
写作练习越早进行越好。

练笔时注意几个方面：
一、 生活是作文的源头活水， 要

养成观察、 思考生活的好习惯。 有些
学生说生活很单调， 除了学习就是学

习， 哪有什么大事儿可写？ 这个观点
不对。 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各自精彩，
只要用心观察 ， 都会有独特的发现 。
你的生活中有父母、 亲朋、 老师、 同
学， 每个人每天都会产生各种喜怒哀
乐的小故事， 这些都是写作素材。

二、 多读书， 多思考， 读写结合，
勤写读书笔记也是不错的练习方法 。
司马光写 《资治通鉴》 就是用 “苟有
可取， 随手记录” 的方法， 坚持不懈
地写了30余本读书笔记。 多读书可以
积累词汇、 丰富情感、 深入了解人与
社会； 勤写读书笔记， 可以加强对人

生、 对世界的认识， 为创新写作打下
良好基础。

三、 关注国内外时事要闻、 重大
事件， 拓展思维广度。 地球是一个村，
世界上任何大的动态都可能与我们个
体息息相关， 新时代学生要有开放的
心态。 家长可以带领孩子积极主动地
了解社会风气与文化、 名人事迹与动
态、 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只有胸怀
天下 ， 博闻强识 ， 才会有笔底波澜 、
精妙文章， 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总之， 不要把作文当成负担， 应
该把它当做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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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写作文，很多孩子满眼都是泪。 不爱写作文、不会写作文，是不少家长
的“心病”。 说实话，写作文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遣词造句、行文通畅，还不
能跑题，此外还有各种文体要注意。那么让孩子爱上写作文有什么诀窍没有？给孩
子报作文辅导班有用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家长的体会和专家们的建议。

孩子不爱写作文，

我的教育理念很简单，凡事家长带
头做。 就拿早上起床这件事儿来说吧，
孩子早上起不来， 我跟他爸就带头，开
始孩子还抱怨，后来孩子习惯了，还说
早起拉长了一天的时间，是个不错的主
意。 关于写作文，我依然采取了这一路
线 ,我不赞成报辅导班，因为辅导班教
的都是写作方法，那样写不出真正的好
作文。我都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辅导

的。 孩子他爸是学文科的，没事的时候
就爱读读书，写一些小文章。 所以我就
从孩子他爸入手，给孩子做榜样，让孩
子耳濡目染。

孩子今年15岁了，开始的时候也不
喜欢写作文。他是手懒，不爱写字，但是
孩子还是比较爱看书的，尤其是福尔摩
斯的侦探小说，孩子爱不释手。 没事的
时候，他爸总会找他聊福尔摩斯的故事

写作手法，以及作者的写作语言，孩子
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没事的时候，我们
还会举办朗读活动，分享一下最近看的
书。 每个人看的书不一样，读完一段文
字之后，我们还会聊聊读书感受。 这个
习惯今年保持得特别好，有时候，在读
书的兴趣之下，孩子整个下午都沉浸在
阅读的快乐中。

我认为孩子只有爱上阅读，才能爱

上写作文。因为只有在一定的素材积累
上， 孩子写作文的时候才能有内容可
写，所谓“厚积薄发”。阅读、写作是一个
长期的事情，家长能做的就是榜样的力
量，给予好好的引导。 现在我们每周的
诵读时间， 都会让孩子写一个小的总
结，让孩子练练笔。现在，孩子已经慢慢
地能顺利写出自己的心情了，身为老母
亲的我深感欣慰。

讲述人简介：
黄女士 某公司咨询师 儿子15岁 让孩子爱上写作文，家长要做榜样

说到这个话题， 我想起电影 《银
河补习班》， 里面邓超饰演的父亲启发
儿子写作文时问他： “你喜欢穿别人
的旧鞋子吗？” 影片中， 邓超要说的意
思是， “不要停止想”， 写作文要有新
意。 他培养儿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鼓
励他在成长中勇敢面对困难。 这种教
育方式让我感触很深。 我认为， 写作
文和其他学习不同， 不仅是要掌握熟
练技巧等， 更要有对生活的见地和知
识等方面的积累， 不是单纯报班就可

以解决的。 相反， 我认为一些作文辅
导班的模式化套路教学， 虽然短时间
或许能达到一定效果 ， 但长此以往 ，
却很容易毁了孩子。 所以， 我的立场
是， 与其报班， 不如教他学会热爱生
活和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

我是画画的， 我觉得任何艺术都
是相通的， 而热爱生活一定是最好的
老师 。 儿子开始也不太擅长写作文 ，
也许是男孩子本身就不像女孩子那样
善于表达。 最初， 我也是不断地和儿

子沟通， 比如， 建议 “你为什要这样
写？ 你也可以那样写……” 我觉得对
于孩子来说， 本来生活经验就少， 思
维空间也没有完全打开， 辅导班很容
易为他们的成长设下各种圈圈与限制。

电影 《银河补习班》 为我的教育
方式打开了新的尝试空间， 我觉得家
长要多陪伴孩子， 多给他提供增长知
识的平台， 教他学会热爱生活和面对
困难。 所以， 我也适当地调整了自己，
给孩子买喜欢健康的课外读物， 周末

或假期陪伴他四处走走， 也以身作则，
出去玩时自己带上画笔并布置作业 ，
我画儿子写， 空闲时再互相探讨。 同
时， 告诉他写作和画画一样， 不要懒
惰， 有感触时赶紧写下来， 才能积少
成多 ， 才能达到练笔的目的 。 如今 ，
儿子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了， 因为心中
储备了很多东西， 写起作文来也是游
刃有余了。 最好的教育不是灌满一桶
水， 而是点燃一把火， 是让他学会好
好地热爱生活和热爱生命！

讲述人简介：
赵女士 画家 儿子15岁 与其报班，不如让孩子学会热爱生活

专家点评：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 汪卫苹

只有胸怀天下，博闻强识，才会有笔底波澜、精妙文章

本报记者 任洁 余翠平 杨琳琳 博雅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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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班有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