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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fessor Ye Shentaothought that composition teaching focu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good habit of autonomous writing. Besides, writingdid not express life emotions without 

observation, accumulation, consideration and diligent correction. Thus, good writing habit is 

formed with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quality. For the Kore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sing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good writing habits. It is the premise 

and demonstr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quality. Therefore, the work analyzed the cultivation of 

writing habit of Kore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mode of 

“learning-accumulation-experiencing-unification-qualified” was also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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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叶圣陶先生认为，作文教学观的核

心在于培养学生自主写作的良好习惯。只有

养成观察、积累、思考和勤改的习惯才能将

写作作为一种表达生活情感的方式来对待，

才有可能养成良好的作文习惯，从而提升汉

语素养。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朝鲜族中

学生而言，良好的写作习惯至关重要，其既

是提高学生汉语素养的前提，也是学生汉语

素养的一种体现。本文将从汉语教学模式

“学习—积累—体验—整合—达标”出发，

分析如何培养朝鲜中学生的写作习惯。 

【关键词】: 汉语；第二语言；教学模式；写

作习惯 

1. 引言 

【数据来源】：2014年 9月-12月，延边大

学 2011 级汉语言专业师范生于吉林省 21

所朝鲜族中学实习期间，共发放调查问卷

1244 份，实际有效份数为 1210 份，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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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7.2％。 

从汉语教学模式出发培养朝鲜族中学生写

作习惯，从“学习—积累—体验—整合—达

标”五个方面，分层次、分角度抓住重点，

帮助学生养成观察、积累、思考和勤改的作

文习惯，从而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和汉语素

养。 

2. 作文学习，七字五点要抓牢 

2.1 作文审题要清晰 

作文不跑题是对作文最基本的要求，而

审清题意是避免跑题的关键。审题，就是审

读作文要求的每一个字，要求正确理解题意，

不遗漏任何要求，不随意改变试题要求。 

在课内外阅读时，留心各种文章的题目，

细心领会题目与文章的联系；在写各种文体

作文时，注意练习怎样给文章起个恰当而又

醒目的题目。经过不断练习，就能逐步掌握

一套属于自己的审题方法，增强审题能力。 

2.2 作文内容要充实 

内容充实，就是要言之有物，持之有据。

写人要形象，写事要具体，写景要生动，写

物要准确。作文一定要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

感。写记叙文，要求完整记叙文中的记叙要

素，人物和事件具体详细，着重生动形象的

描写。写议论文，要求明晰议论要素，论据

典型充足，重在深刻透彻地说理。 

2.3 作文结构要合理 

作文结构严谨就是要求作文思路展开

有步骤、有次序，层次分明，条理清楚，段

落的划分和安排恰当，各个部分布局合理，

有头有尾，有过度有照应。而考场作文，则

要求学生在构思立意、行文结构、素材运用、

遣词造句等方面有所突破。 

2.4 作文语言求通顺 

语言通顺，要求作者思路清晰并反复修

改。作文写完了，一定要看看、读读，把不

通顺处改正过来。无论哪种体裁的作文，语

言都要力求简练。哪怕单从语言上删改，这

样练习几次，语言的功力也很可能会有明显

的提高。 

2.5 作文书写求工整 

字迹是作文的脸面，同样不容忽视，因

此平时一定要挤一些时间练字。考场上至少

需要做到两点：一是给作文留足够的时间

(一般是考试时间的（45%-50%）；二是要

重视字迹，在阅卷老师面前展示的每一个字

都要写得易认、工整、漂亮。 

3. 作文积累，积累引导运用好 

在问题“你读作文时是否有摘抄的习

惯？”中学生选“ A.经常摘抄”的百分比

为 53%,“B.偶尔摘抄”为 28%“C.在老师

的要求下摘抄”为 19%。在阅读书籍的过

程中，有摘抄习惯的学生要比随便翻翻的学

生记住的内容更多，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

笔头”，多动笔，多摘抄，是进行有效阅读

的绝佳方法。做好摘抄，对好词好句好段能

反复咀嚼自我消化，体现到自己的作文中，

达到摘抄的目的。针对学生在作文积累上的

不足，教师和学生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3.1 积累语言 

学生积累的语言需要进行自我消化，经

过反复练习，才能够做到准确的运用。因此，

首先要做到积累与理解并重，这是学生运用

语言的前提。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

途径来展开：一是在阅读教学中进行语言积

累；二是通过学生模仿运用，培养遣词造句

的能力；三是在课堂中举一反三，让学生逐

步吸收消化。其次要引导学生对积累的语言

进行赏读与评析，只有学生真正学会运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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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内容，才算得上是语言积累。在作文时，

我们要在学生中倡导用自己的话去写自己

的真实感受，在作文中尽情地展示出自己的

特性。 

3.2 积累素材 

引导学生对素材进行积累，需要利用学

生的情感迁移来积累，应自觉地培养学生对

作文的兴趣，根据学生的情感特点，让学生

在积极愉快的生活中积累素材，才会在他们

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要开展丰富多

彩的课外活动来积累学生的素材，这样做既

开阔视野，又丰富生活。 

3.3 积累写作方法 

在学生的积累中，除了语言和素材，写

作方法的积累也是至关重要的。许多的写作

方法在课堂通过教师教学，潜移默化的逐渐

积累以后，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多读一些课外

美文，让他们在最直接的感受中体会方法，

并把这些学到的写作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写

作实践中[1]。 

4. 作文体验，富有个性敢创造 

 

在问题“10．一般情况下，你在写作文

或日记之前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中，令人

唏嘘的是，选择选项：“A.很有激情”的学

生只有 5%，而选择“B.比较有激情，有创

作的想法”和“C.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选

项的各占 50％和 37％，而学生对作文的排

斥也表现在了选择“ D.烦躁，不太想写”

的 8％上。 

 

在关于学生对作文的具体操作问题上，

在问题“11.你能否根据作文的内容，体味

生活中的情感，并用语言表达”中，学生选

择“A.能”的占 24% ，选择“B.偶尔能”

的是 41% ，选择“C.很少能”的为 25% ，

选择“D.不能”的有 10%。学生之所以在体

味生活中情感上存在问题，主要因为中学生

的生活相对枯燥，学校和家庭两点一线、反

反复复的生活，让学生没有收集材料、积累

材料的意识和能力。针对学生在作文体验上

的不足，教师和学生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4.1 体验自己的话语魅力 

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需要不断引导

实践来培养的。首先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感兴

趣，才能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同时，教师

还要善于引导学生在解读中有所感悟，在理

解文本的基础上，学生才能说出有条理、有

逻辑的语言，才能用自己的话语来说事。 

4.2 体验自己的情感观察 

我们在要求学生作文时，除了选题要贴

近学生外，更主要的是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抓住契机，激活学生的积累内容，真正达到

“我要写”的境界。这样的写作练习，才能

使学生的表达能力得以提高，学生习作才更

有生命的律动。 

4.3 体验自己的个性创作 

要使学生在作文中展现自己的个性，对

学生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我

们知道，创新思维具有三个特性：就其思维

的广度而言，具有发散性；就其思维的灵活

性而言，具有变通性；就其思维的个性而言，

具有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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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文整合，激发情感促习惯 

 

在问题“12.你写作的目的是？”中选

择选项“A.为了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

的情感”的学生比例为 23% ，“B.为了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为 34%，“C.为了练好

作文”为 27%，“D.为了中考”为 14%，

还有 2%的学生选择最后一个“E.其他原因”。

写作目的的偏差对学生提高作文水平产生

不利影响。针对学生在作文整合上的不足，

教师和学生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5.1 作文整合扶着体验快乐写作 

对于朝鲜族学生而言，汉语作为第二语

言，他们既没有大量语言积累，也不善言辞

表达，写作的技巧更谈不上高深。动力性障

碍，是影响初中学生提高写作水平的重要因

素[2]。我们从培养学生的兴趣入手，通过

以说带写、从仿到写的引导，循序渐进，让

学生在体味成功的喜悦中，逐渐喜欢上写作，

从而逐步提升他们的写作能力。使学生树立

正确的作文价值观，提高写作理论素养[3]。 

5.2 作文整合尝试探寻作文奥秘 

为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我

们初步探索出一种“从学生中来”到“学生

中去”的“以学定教”的习作指导策略，把

写作前的观察与构思，拟稿与初步的修改完

全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外，甚至在校外，

在放松、自由的环境中完成写作。让学生在

独立自主地进行观察、构思、拟稿、自改、

互改的过程中，发挥学生的创造性。这样“从

学生中来”的有针对性的具体形象的习作指

导，学生很容易接受。当然，这样指导下的

学生习作，绝不会千篇一律。 

5.3 作文整合放手感受写作快感 

要积极倡导让作文成为学生生活的需

要，努力把作文训练与综合实践活动统一起

来。与各科教学紧密联系，并渗透到学生各

自的校内外生活之中。努力引导学生向自然、

向社会接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触角延

伸到生活中，充分发挥作文的工具作用，让

学生在放手写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写作的

快意。 

6. 作文达标，内化学生汉语素养 

 

在问题“8．你有写日记或周记的习惯吗？”

中选择比率最高的是“老师布置才写”。写

周记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习惯，它可以促进师

生情感的交流，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还可

以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和品格。 

 

在问题“9. 你多久写一次作文？”中

选择比率最高的是“A.一周一次”，不难看

出学生学习的被动性，这一因素阻碍学生作

文水平的提高和汉语基本素养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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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13.平时写完文章后自己可以

修改哪些错误？”中，选择选项“A．错别

字”的学生比例为 40%，“B．标点”为 12%，

“C．词语”为 20%，“D．句子”为 28% ，

最后一个“E．其它”选项没有学生选择。

针对学生在作文达标上的不足，教师和学生

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6.1 培养真实写作的习惯 

真实是写作的生命。缺少真实性的文章

不能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4]。平时在作文

引导时，要特别注意学生的真实创作，让学

生养成真实作文的良好习惯。叶圣陶先生认

为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说老实话，

决不允许口是心非，可见作文贵在真诚。因

此，在作文教学中要如实说话，说真话、露

真情，才能使读者信服，才能打动读者的心，

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6.2 培养写作积累的习惯 

一说写作文就有很多学生感到头疼，感

到下笔困难。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没有什么

东西可以写，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

此，我们必须解决“无米之炊”这个困局，

引导学生注意积累，养成积累的习惯。要强

化积累意识，只有积累意识增强，才能自觉

注意积累，做生活的有心人。 

6.3 培养“四多”的写作习惯 

“四多”分别指多阅读、多练习、多思考和

多修改。多阅读，多练习，读书是吸收、积

累的过程，思想、素材、感受以至语言的表

达方法都在不知不觉中储存起来。“熟读唐

诗三百篇，不会吟诗也会吟”，“博观而约

取，厚积而薄发”，一旦需要，这些储存就

会蜂拥而至，跳出来供你应用，你可以很自

然地随手拈来，不费思索而顺理成章，进而

推陈出新，把自己的情意表达得生动、完美。

多读的确是一条通向学好写作的成功之路。

多思考，对所见所闻要多思考，对周围的点

点滴滴要有自己的看法或独到的见解，写作

时，养成先构思、列提纲的习惯。这样，下

笔如有神。多修改，作文修改的过程是个反

复加工，反复锤炼的过程，文章不厌百回改，

越改越精美。从起始年级起，就应教给学生

自改作文的方法，调动学生自改作文的兴趣，

多方面培养学生自改的习惯[5]。 

7. 结束语 

总之，汉语教学模式的视角下，朝鲜族

中学汉语写作习惯有了新思路、新方法，新

认识。学生作文习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

生的作文水平。培养良好的作文习惯是写好

作文的前提和基础，学生有了良好的作文习

惯，自然能够学得扎扎实实、循序渐进，写

作能力也自然能够不断提高。进一步发展提

高汉语水平是每位汉语教学工作者的追求，

需要不断完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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