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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教学困境的探索与思考
——2019年西南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写作教学研讨会发言摘登（下）

写作的角色意识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中心小学 白兴江

学生写作只能以学生的身份写，作家写作也只以作家
的身份写，这样的作者身份，使写作失去了许多乐趣。

作者需要具有“角色意识”，这个“角色”是指作者在
文中以什么身份、口吻来说话。比如一个学生，学生是他
在学校的身份；放学路上乘坐公交时，他就是乘客；到了
家中，他就是父母的子女。写作中的角色有时候与作者的
社会角色是等同的，有时候不一样。交际语境写作是在真
实或拟真的语境下的书面表达和交流，当语境是拟真时，
学生写作就具有虚拟性、练习性等特点，这个时候，就需
要作者改变自己的社会角色，像演员表演一样，去扮演某
个角色说话。

角色定位要根据交际目的、需要、语境来确定。比
如，我们在教学中，要求向市民写一封环保倡议书，作者
可以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来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倡
导环保观念；也可以从相关部门的角度出发，用政策和法
律法规来约束不文明行为；甚至可以将“我”转化为自然
界中的植物或者动物，从这个角度来呼吁人们树立起环保
意识。需要注意的是，角色、对象、文体一旦选定，就要
一以贯之，否则容易造成交际效果的混乱。

当下我国中小学生写作难，作者角色意识的缺失，是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一成不变的作者角色，会使写
作失掉许多趣味，学生也会陷入狭隘的写作观中。

除了在日常教学中帮助学生逐渐树立起作为作者的角
色意识，分析和设计写作任务的交际语境也是解决这个问
题的有效办法之一。教师应教会学生分析、探究、还原、想
象一个作文题目的交际语境，让学生清楚作者的角色、写作
的对象、目的、话题、文体等，明确此次写作活动的交际语境
功能，从而激发学生在语境下的表达欲。这样一来，作品

才有可能拥有更加自由、有趣、充满惊喜的灵魂。

在写作教学中要加强目的意识
重庆市云阳县云硐初级中学 凌鹏国

目的就是你做事的方向、理由，是你的文章要达到
的效果、动机愿望等。你是传播信息、是说服行动，还是诉
诸什么感染、感动等，这决定着文章的体式、风格特征。

写作要达到目的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有实用的，有审
美的。你写作是为了传播知识信息，唤起别人行动，还是
给人情绪的感染，产生审美愉悦？每篇文章都有目的——
有时还不止一个。比如“争辩矛盾的议题”“告诉你的读者
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等。在写作学习中，往往通过写作
目的的限制，培养写作的“目的意识”或“效用意识”。

写作目的也有高尚的，有世俗的功利之分。人是追求
意义的动物，高尚的动机往往会激发强烈的感情，无意义
的事情自然不会调动其行动的热情。可是，如果一个学生
冲着考分这样庸俗功利的目标，往往会失去真正的写作的
乐趣和实际的目的，而且这种应试的写作目的一旦达成或
者达不成，都是很短暂而且狭隘的。

杜威说：“问题的性质决定着思维的目的，而思维的目
的控制着思维的过程。”交际写作是具有目的的功能性的写
作。我们写作总是怀有明确的或者隐秘的目的，比如要么
分享经验、要么宣传鼓动、要么唤起行动、要么告知信
息、要么审美感染等。

一旦我们在设计写作教学任务时，考虑到或者营造好
真实的或者拟真的交际语境，那么就可能意味着学生不想
写、厌恶写的问题可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美国过程写作教学的启示
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九小学 刘达富

美国过程写作教学法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所谓过程
写作教学法，就是注重学生写作过程及写作技能的教学方
法。

美国过程写作教学法的实施过程一般分为五个阶段：
预写作、打草稿、修改、校订、发表。它强调教学过程在
整个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写作前 （预写作阶段） 通过

“头脑风暴法”讨论选定主题；确立写作目的和写作思路，
做词汇库帮助写作，是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写作
自信的重要环节。预写作阶段过后，师生双方通过“写作
清单 （作文要求的详细清单） ”对写作进程进行有效的监

控，学生根据教师给出的“写作清单”进行后面的四个步
骤，并以此作为学生小组作文互评和修改以及最终教师评
改的依据。通过反复的思考和修改最终达到写作的目的。
整个过程，教师只起引导作用。

美国过程写作教学以“写作清单”和“合作学习”为
核心，注重学生写作过程的有效监控和指导，给我们国内
中小学写作教学一些启示：

一、应开发有效教学媒介而非“全批全改”
学生的作文“全批全改”，教师的大部分精力投入到

作文的批改中。学生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促进学习的教
学媒介，如“写作清单”。学生能够在“最近发展区”内积
极思维，主动投入写作过程。教师就可先将初评工作交给

“学习共同体”，由同伴、家长依据“写作清单”提出建
议。教师就可以有意识地每次重点关注一部分学生。

二、应注重发展性评价而非结果性评价
淡化不同学生间的横向比较，强化学生自身发展的纵

向比较。学生根据“写作清单”或者“修改清单”进行自
我评估、自我反思，促进自我元认知写作思维的提升和完
善的过程。

虽然我国和美国在文化传统、教育现状等方面差异较
大，但同为语言学科、同为母语教学，在教学理念、教学
方式、教学评价等方面值得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交际语境写作的文体意识
重庆市荣昌区桂花园小学 赖勇

在我们很多语文人的脑子里，包括很多教师甚至专家
学者，以为学生不必要考虑具体的真实的文体，作文能够
整出一些基本的文从字顺的短文就可以了。目前，我国中
小学写作教学中存有一个作文“四不像”的问题。这是我
们缺乏文体意识造成的。

“三大文体”是为了教学方便而提出来的，它是真实文
体的一种高度简单化概括，是真实文体写作的一种过渡，
最终，学生是需要学会真实生活中需要的小说、诗歌、散
文、戏剧、新闻、报告、总结、论文、申请、倡议书等文
体的，也就是具有现实交际功能的真实的文体。

文体是写成文章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和惯例。就像
房子、器物，大都有一定的固定样式。文体的存在主要是
为了方便大家传递思想和情感。文体的存在还有更深层的
原因和机制，就是在遇到相应的文章样式的时候，会导致
一定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发生的方式、情境等。从这个意义
上说文体也是一种交际语境要素，或者甚至说就是一种情

境。就像便条和情诗一样，只有情诗可以唤起人阅读诗歌
时候的美好情愫。

学生写作文的时候，也要有文体意识，遵循文体的规
范和规律。目前我国作文领域盛行着一种“泛文艺化”的
应试作文。不论什么时候都去运用比喻、排比、拟人、夸
张进行滥情式的表达，这会造成很荒唐的恶果。文体意识
和语言表达的功能目的是有联系的，就是我们写一小段文
字，进行记叙、说明、议论、抒情其背后的效果各不相同。

要让写作回归交际功能
西南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 荣维东

“交际语境写作”对解决写作教学中存在着的“不愿写、
没的写、不会写”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1. 它能赋予写作活动充分而具体真实的言语动机，有
效解决“学生不愿写”的问题。语境要素如话题、读者、
目的的交互作用就是最重要的动机源泉。

2. 它能有效解决写作过程中的思维和内容创生问题，
有效解决“没的写”的问题。因为语境要素之间的对话过
程就是内容的生成过程。

3. 它可以有效解决“怎么表达”的问题。因为只有符
合具体语境的表达才是对的、好的、得体的。这就可以克
服滥用文采的虚假表达现象。

4. 它对“生活写作”“跨课程写作”“探究写作”“创造
写作”“基于内容的写作”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因为这些写
作都是有具体交际语境的写作。

5. 它可以解决困扰我们的应试写作问题。在命题时，
只要加入具体的交际语境条件的限制，就可以克服“宿构
作文”“假话作文”“文艺腔作文”“小文人语篇”等作文教
学的问题。

总之，基于交际语境的写作有利于培养学生真实多样
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交流技能。这种写作教学要尽可能还原
或营造真实、具体的语境，倡导在“真实世界中写作”“在
真实学习中写作”“在具体的应用中写作”。它无疑是培养
真实写作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仅有的正确途径。“交际语境
写作”所需要和所培养的正是当代全球化、信息化、联通
化时代工作生活学习所必需的传播交流技能。我们的写作
教学实践也应该遵循这样的思路：从每一次写作任务的语
境出发，分析写作任务的对象、目的、话题、角色、文
体，进而发掘这次写作任务所需要的写作知识、技能和策
略，然后进行写作支架和活动的设计，最后进行合乎语境
需要的语篇 （作品） 的写作。

写作难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共同困境。近
年来，出现了一些积极探索。近日，西南大学
语文教育研究所组织 9 位一线教师在西南大学
开展了交际语境写作理论的深入学习，以“解
决写作教学困境”为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各
位教师都发表了精彩的言论，现摘选如下。

福建省南平市高级中学前身系创立于 1937
年 7 月的“福建省立顺昌简易师范学校”。此
后多次更名，1957 年迁至现址，称为“福建省
南平师范学校”。1969 年改办普通中学，更名

“南平市第三中学”。1978 年复办中等师范。
1999 年 4 月为适应市区教育布点结构调整，改
制为普通高中，定名“福建省南平市高级中
学”，2009 年 3 月被评为福建省普通中学一级
达标学校。

学校现有 40 个教学班，2000 余名在校学
生，专任教师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中高级职
称教师占 77.33%。现有省市级学科带头人 6
名，4 名教师享受南平市政府部门高层次人才
津贴，设有 1 个市级名师工作室。校园占地面
积 44352 平方米，建筑面积 28928.94 平方米。
图书馆纸质、电子藏书 155973 册 （片），系

“福建省中学示范图书馆”。
学校教育教学设施齐全，除常规配备外，

还建有丹枫会议中心、多功能报告厅、多媒体
阶梯教室、计算机房、录播室、运动场、艺术
楼、科技图书楼、校史馆等教育教学场地，同
时正在施工建设运动场改扩建工程。

枫岗馨香，学校办学硕果累累：福建省文
明 校 园 、 国 家 教 育 部 门 “ 国 防 教 育 特 色 学
校”、福建省高中课程改革基地建设学校、福
建省中小学德育建设百优示范项目、福建省中
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福建省中小学
校园文化美育环境 （培育） 示范学校、福建省
体育传统特色项目学校 （田径）、福建省中小

学学生乐团培育建设项目、福建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特色学校、浙江大学 （意大利国家留
学） 生源基地学校、南昌航空大学优质生源基
地学校、福建省师范大学教育实习基地、马克
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实践基地、文学院教育实践
基地、集美大学美术学院教学实习基地、南平
市德育先进校。

深化“劳动教育”内涵：课题引领

在现代教育理念的引领下，欧捷校长带领
德育部门工作人员开展省级中小学德育研究专
项课题“基于生活世界下的高中生劳动教育理
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以课题研究引领德育
整体建设框架，提升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知和
研究。历经一年的深入研究，课题组编写出了

“南平市高级中学劳动教育指导工作手册”等
成果，汇编出 《南平市高级中学劳动教育主题
活动集》《南平市高级中学劳动教育主题论文
集》。理论研究上的深入与收获，使全体师生
能够从高位视角来审视劳动教育，深入理解劳
动教育内涵，建立全面的劳动教育观，从而在
更深刻的内涵、更广阔的领域把握劳动教育观
念，提升对“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和劳动教育
的价值认知水准。

构建“劳动教育”体系：全方位建设

南平市高级中学将劳动教育理念贯穿于教
学之中，对“劳动教育”体系进行全方位建
设，分别落实于四大教学体系之中，即价值观
体系、文化体系、课程体系与实践活动体系。

（一） 价值观体系建设

劳动创造需要精神层面的引领。班级作为
学生学习生活的主阵地，建立班集体核心价值
观能够实现价值引领的作用。因此，以班集体
为单位进行劳动价值体系建设，是劳动教育推
进的有效举措。南平市高级中学积极开展“劳
动之星”评选活动，以榜样的力量引领学生树
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深刻领会劳动精神，促
进劳动素养生成；开展星级宿舍评比，促进学
生以内务劳动创设整洁宿舍环境，体验劳动带
来的品质生活感受；组织学生对话先进典型人

物，使学生领略“立足岗位、争创一流”的劳
动者风采，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具
有新时代精神的劳动价值观。欧捷校长荣膺

“闽北工匠”称号，荣获“南平市劳动模范”，
是 10 人获奖名单中仅有的教育界代表，为全
体师生作出良好表率。

（二） 文化体系建设

学校文化体系建设包括环境文化建设、校
风文化建设、学风文化建设和教风文化建设。

环境文化建设。总务部门在生物园开辟了
种植基地、杜鹃林，供学生开展培土、育种、
除草、收成等系列校园种植活动，在校园刻

“勤”字石以表劝勉、筑蜂栖巢以彰志向、创
“多面人生”以期薄发、设创作长廊以展才华

等，让勤劳为基础的劳动文化在师生心中落地
生根，以校园环境文化营设推崇耕耘以达和合
的氛围。

校风文化建设。校风即一个学校的精神风
貌。好的校风具有深刻“强制性”的感染力，
使学生在润物无声的环境下，自觉建立良好的
心理思维模式，获取积极的驱动能量，从而将
个体与环境进行整体融合，共同指向积极的人

生意义。
学风文化建设。学风是指学生集体在学习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是学生在
长期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
卫生习惯、行为习惯等。贯彻劳动精神有助于
学生培养勤勉、刻苦的优良学风，从而促进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对学生人格品质的发展
与完善。

教风文化建设。教风是教师在长期教育实
践活动中形成的教育教学的特点、作风和风
格，是教师道德品质、文化知识水平、教育理
论、技能等素质的综合表现。只有在教职员工
中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团结协作、高
效严谨、服务周到的工作作风和在教师中树立
起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治学严谨、耐心细致、
开拓进取的品格追求，才能形成良好的教风，更
有利于一所学校对于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建设。

（三） 课程体系建设

课程是育人的主要载体。将劳动观念融入
课程体系建设之中，形成科学的劳动教育课程
体系，是实施劳动教育的有力手段。教学部门
在每周一下午班会课后设置一课时的劳动课，
以此保证学生参与校内劳动与劳动实践的时
间；各科学科带头人指导各教研组在学科教学
过程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让学生在学科学习
中体味到劳动的意蕴，如在政治、语文学科中
进行劳动精神与价值的探讨，着力劳动态度与
观念的培养；在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中，
突出实验教学，加强动手能力的锻炼；美术、
通用技术学科组织学生创作绘画作品、制作手
工作品等，促进创造能力的提升，这既是教学
与劳动相结合的内容，也是方法，将教师的教
与学生的学通过实验、观察、活动等方式与实
际生活结合起来。

（四） 实践活动体系建设

在劳动实践活动实施层面，学校依据“回
归学生生活、回归学生体验”之原则，结合教
育教学工作，多渠道、多样式、多层次的实践
活动将劳动教育予以落地。德育部门加强宣
传，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会、演讲比赛、
征文活动等加强劳动意识教育，开展系列劳动
实践活动，通过创意拼盘比赛、黑板报绘画大

赛、端午元宵民俗体验、二十四节气花架制作
比赛、团队竞赛等活动丰富劳动教育的形式与
体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校组织学生参与食
堂志愿者体验服务活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体验食堂工作人员日常劳动的艰辛与不易，也
促使学生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意识，从而加强
劳动观念与意识。

彰显“劳动教育”成果：质量提升

学校对劳动教育的积极探索与扎实开展使
学校校本课程更加丰富，使学生现实生活更加
生动，使学生发展方向更加多元。它对学生意
识和行为的影响，既有即时的改变，又有深远
的浸润。学校建立了课程完善、资源丰富、模
式多样、机制健全的劳动教育体系，通过劳动
教育、劳动实践，学生树立起校园主人翁、建
设参与者的意识，展现多元才华，朝着最好的
自己迈出坚实的脚步。实践体验、感悟迁移、
促进发展，应该是南平市高级中学劳动教育很
有价值的功能。

历经 3 年的劳动教育的实施与渗透，对
“多元·和合”办学特色的深化探索，南平市

高级中学取得了多元实效的办学成果，办学质
量得到极大提升，得到社会的认可。学校确立

“劳动创造·多元发展·做最好的自己”办学
理念的出发点在于，让起点高的学生能够通过
在文化科目上的努力考取本一批院校，基础一
般的学生则能够通过选择艺体方向努力考取本
科批院校甚至本一批院校，深刻体验劳动创造
人生的价值，契合“劳动创造·多元发展·做
最好的自己”的精神。

在办学理念、办学宗旨的引领下，近年来
南平市高级中学为每个学生创造参与机会，为
每个学生搭建展示平台，为每个学生做最好的
自己创造条件，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社会
影响日趋扩大。学校办学质量显著提升，教学
质量再上新台阶：在教师勤育、学生勤学的基
础上，2018年高考实现“低进高出、多元发展”
教育目标，取得了远超录取生源的优异成绩，得
到了家长和社会的好评。枫岗埋首实干之风炽
盛，全校师生坚信唯有以劳动创事业、以劳动
造未来，方可推动学校事业不断精进发展。

（夏 庆 刘 佳 李 慧 张北北）

构建“劳动教育”框架 深化教育时代内涵
——福建省南平市高级中学践行“劳动教育”纪实

南平市高级中学刻“勤”字文化石
劝勉劳动品格

全国教育大会指出，“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在
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
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
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
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