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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什么,写什么”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祁智来常，给小朋友传授写作“秘籍”———

! ! ! !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祁智老师日前来

到常州阳光培训中心
&

与该培训中心“小

作家班”的
'(

多名学员零距离接触，传授

写作文的“秘籍”。“小作家班”由常州阳

光培训中心与江苏省作协青年创作指导

委员会、江苏少年文学院（筹）以及《雨

花》杂志社联合举办。

祁智老师于
$))*

年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代表作有《芝麻开门》，作品曾获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冯牧文学新

人奖”、江苏省政府文学奖。现任江苏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南京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

!注意观察"就多了一双眼睛#

“祁智叔叔让你们写一篇作文，题

目是《筷子》，字数为
+(((

字。”一听

+(((

字，“小作家”们都倒吸了口冷气。

祁老师笑笑说：“
+((

字。”小朋友还是

觉得写不到那么长。祁老师又降低要

求“
+(

字。”这下，小朋友们松了一口

气，纷纷说：“写
+(

字，没问题。”“其实，

学会观察生活，
+(((

字的作文很好

写。”祁老师说。他就以《筷子》为例，当

场“创作”起来：一男同学与一女同学

分别跟着家长去做客。到了主人家里，

男同学东张西望，女同学则低着头拘

谨地站着
,

但不露声色地用眼角余光扫

视全场。祁老师讲到此处
&

还模仿男孩

子与女孩子的举止神态，惹得小朋友

们哈哈大笑。接着他讲到：坐到餐桌

旁，男同学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盯着

桌上的菜，恨不得自己的目光就是筷

子，可以用目光夹菜。可是男同学环视

一周，总觉得好菜都在别人的面前。但

筷子不够长，手臂不够长，男孩子只好

借用身子，而筷子则像飞叉一样飞了

过去。好不容易够到一个肉圆，在将肉

圆夹到自己面前时被一旁的爸爸打

住。“出师未捷”肉圆掉在身上，男孩子

只好很惋惜地咂咂筷子。所以男孩子

吃饭，衣服前总有汤汁。男孩子还喜欢

用筷子在菜里翻来覆去，像在挖地雷。

而女孩子则是一开始就扫视全桌，将

一切尽收眼底。然后依旧默不作声地

吃饭。但身旁的家长则不断地给女孩

子夹菜，女孩子不用动手，全桌的好菜

都吃了个遍。“同学们，将这些写进你

们的作文，
+"""

字不成问题了吧！如果

+"""

字还写不到，
+""

字肯定能写到

吧！”“再比如，人们拿起筷子，总是在

桌子上顿一顿。这样是为了让筷子齐，

也是为了让别人先吃。还有，顿完筷子

再沾汤，这是为了让筷子不沾米粒，同

时也是为了让别人先吃。而这些只要

好好观察，就很容易发现。”祁老师还

补充道：“人们拿筷子会有多种方式，

有的是兰花指，有的全手抓，有的一手

一只筷子，两手并用。”“同样是吃饭，

有的人只是吃饱了肚子，而有的人不

仅是吃到了，也观察到了，因而吃饭的

收获也不一样。所以注意观察，你就多

了一双眼睛。丰富的生活经验会让你

的文章生动有趣，并让你对写作产生兴

趣。”

!看见什么"写什么$

“孩子说的第一句谎话，就是写作

文”，祁老师这样说，“我以前带了一个

班，共
-*

人。整整一学期我只让他们写同

一篇作文《记一件小事》。第一次交上来

的作文，
-"

个拾金不昧，
+

个助人为乐，比

如用自己不到
.(

斤的小身板，帮老奶奶

扛起
.(

斤的大米送到六楼等。还有
'

个依

旧是助人为乐：扶老人、孕妇、残疾人过

马路。”或许自己也曾经这样写过，台下

的学生与家长都露出会心的笑容。祁老

师很奇怪，便去问学生：“作文是怎么来

的？”“编的。”“作文怎么可以编呢？”“作

文怎么可能不编呢！”台下的孩子们都

“心领神会”地笑了。

祁老师认为，小朋友写作文不需要

去讲什么道理，因为那些道理，大家都

懂。所以小朋友们只要“看见什么，写什

么”就行，这样写出来的作文才是好作

文。祁老师以自己朋友的小孩子为例讲

了一个养金鱼的故事。他说，朋友家的小

孩第一次养金鱼，拼命地喂了好多食物，

小金鱼全都撑死了。第二次他看到小金

鱼吐泡泡，以为小金鱼咳嗽了，就将一瓶

药水倒进鱼缸里，小金鱼又死了。第三

次，小朋友觉得天气冷了，为了不让小金

鱼冻着，改用热水，小金鱼又死光了。这

个小朋友养了三次金鱼，家里的院子里

多了三个“小坟冢”。“这个故事没有什么

大道理，但大家听了都笑了，这就足够

了。因为这个故事体现了这个小孩很天

真、很可爱！”把这个故事的经过写下来，

就是一篇好作文，大家看了都会发出会

心的笑。

%不要借用别人的东西$

祁老师认为，写作文不应该用虚假

经验来写。比如作文中常常写某某人“气

得瞪大眼睛”，“其实，瞪五分钟，而且眼

睛越瞪越大这是不可能的。”写作文要用

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写自己的故事，不借

用别人的东西。

祁老师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讲了养

小蝌蚪的故事：女儿从人工水池里抓回

了
#.

只小蝌蚪。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

会对小蝌蚪说：“别怕，没鬼的！”因为她

自己怕鬼。每天上学前她还要说：“妈妈

去上学了，晚上回来看你们哦。”后来小

蝌蚪长脚了，我对女儿说：“这
#.

只小蝌

蚪要变成
#.

只蛤蟆或者青蛙，他们要吃

虫子。我们没那么多虫子给它们吃。”在

多次劝说之下，女儿终于把小蝌蚪放回

水池。后来，与女儿散步时，女儿嚷道：

“爸爸，你是杀人犯！我没听到它们的叫

声，它们肯定都死了。这可是
#.

条命

啊！”这时一只青蛙叫了一声，女儿高兴

地说：“我将它们倒进水池的时候，对它

们进行了生命教育和安全教育，让他们

不要说话，不要唱歌。现在它们见到老

朋友了，出来打招呼了。”“这是我女儿

亲身经历的故事，写出来就很有趣味。”

祁老师的女儿今年已被北大免试录取。

他还补充道：“要正确认识成语，可以用

但也不是动不动就用，成语是高度浓缩

的。能将成语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才会有意思。”

祁智老师认为，现在有些中小学的

语文老师常常会用一个“模板”教作文，

理由是“只有这样写，作文才能得高分。”

于是学生们的作文里充满了谎言和模式

化的说教，没有真情实感，没有打动人的

力量。祁老师提出：“不能因为三次考试

（小学毕业考、中考、高考）毁掉孩子一生

的写作兴趣！”他同时认为，老师们以考

试为理由不去认真钻研作文教学的规

律，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

来自常州市实验小学的吴楷宇，

暑假过后就是五年级的学生了。他经

过选拔考试进入了阳光培训中心的

“小作家班”。他边听祁智老师的课，边

时不时地笑出声来。他开心地说：“以

前写作文觉得没话说，现在学会了观

察、写细节，每天回家写一篇日记，喜

欢上了作文课！”

苏欢 月航

与儿子周围谈谈心
周围：你好！

爸爸是一直想找你聊聊天! 但一走

进你的房间!就看到你伏在桌上写作业!

我又不忍心打断你的思路"我想!我还是

以这种方式来与你谈谈心吧"

那天早晨有点冷!你开着窗户!穿得

很单薄坐在窗前! 我让你把窗户稍稍关

一点!因为你已经出现了感冒症状!不断

地流鼻涕" 我说了几遍!你充耳不闻" 我

当时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上前动手打

了你"你哭着跑进房里关上门!非要我给

你道歉你才开门" 后来我想想! 你说得

对!打人是不允许的!你在房里还举外国

的例子!说美国父母如果打孩子!孩子可

以报警! 警察会上门将孩子领走保护起

来!直到父母承认错误才将孩子送还"从

那时起!我知道!你长大了"

其实! 我理解你! 你已经进入青春

期!你的个性正在形成"以前你很听我的

话!爸爸在你心目中!形象是高大的!说

话也是管用的!不仅如此!你对我简直是

言听计从"记得你上幼儿园的时候!那时

才
!

岁吧!有一次我送你去!你拉着我的

手不放!到了幼儿园门口还不松开"我说

你放开啊!你说#不嘛!我要再拉一会儿

你的手" $听到这样的话!我当时真的很

感动%一晃
"#

年了!现在!我的话似乎成

了絮叨! 我的苦口婆心也许在你的耳朵

边都变得很聒噪"

第二点!我想!你是不是要重新审

视一下你对待学习的态度" 周围!其实

你是个很懂事的孩子! 生活习惯也很

好!今天我想提醒你的是!你还是要端

正态度" 自从你进了外国语学校!我本

以为你长大了!所以也没放多少心思在

你身上" 但是当有一天我发现你的字

越写越不工整时!当英语老师在你的作

业本上写下&改正时还出错!可见是态

度问题 $时 !最让我生气的是 !当我突

然发现你竟有近两个月不交家校联系

本时!我意识到!你的学习态度到了要

引起重视的程度了% 爸爸也是从学生

过来的!以前也当过中学语文老师!我

的体会是 !像语文 '英语这类文科 !其

实没有特别的好办法! 还是要多看多

记"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了然于胸了"

你现在的记忆力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

好的时候了!只要你肯静下心来!认认

真真地提起笔!将字写好!将该记的东

西真正一丝不差地记牢!我想!你自认

为有点跛腿的文科就会马上出彩的"

第三点 ! 我想你还是要多与爸爸

妈妈交流交流" 你想想!其实每天我们

真正相处的时间很少!就是吃早餐'晚

饭的时候!偶尔看看电视时坐在一起"

爸爸妈妈希望你主动把学校里发生的

事说一说!哪怕是对你来说不好的事"

其实!在学习上我没有怪你!成绩好不

好是一回事! 我更关注的是你健康成

长!你每天生活得开心不开心!一天过

去了 !你收获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这

些才是我们最看重的 " 多与爸爸妈妈

交流交流并不难! 关键是你愿意不愿

意" 其实我们很想听听发生在你身上

的所有的故事 !哪怕是缺点
$

我们也乐

意倾听" 我记得英国诗人布莱克说过

这样的话! 水果不仅需要阳光 ! 也需

要凉夜" 寒冷的雨水能使其成熟 " 人

的性格陶冶不仅需要欢乐! 也需要考

验和困难" 这话很有道理! 你可以开

心地说说你收获的阳光! 也可以放心

地说说你遇到的凉夜'寒冷的雨水'考

验和困难"

就说这么多! 但愿我所说的这些东

西能对你的成长有点帮助(

爸爸留字
/

即日

让识字教学充满情趣
! ! ! !

“王先生、白先生，坐在石头上。”这

个字就是“碧”……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老师教我们

识字，总会用一些通俗易懂的顺口溜来

演绎字形、读音，加深我们的印象。一晃

多年过去了，而这些形象的识字方法还

是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识字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内

容之一。作为教师，应该改变识字教学的

机械性，融人文精神于其中，加强对学生

人文素养意识的培养。有一课识字内容

是这样的：把常见的姓氏编成韵文，在读

记的过程中既识字又了解中国有哪些常

见姓氏。如：“古月胡，口天吴，弓长张，立

早章。双口吕，双木林，三横王，草头黄。

诸葛、欧阳、上官、公孙……”另外还编有

形声字归类识字，通过二十四节气、查字

典识字，在认识反义词、近义词中识字，

读警句、谚语识字等。

教师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

极开发课程资源，识字教学也可以充满

情趣化。教师可以编一些帮助学生识

记，以后就可以让学生自己尝试着编一

编。如“一撇一捺要分家，两笔写成八八

八。”“一点一横长，‘口’字在中央，下面

一个秃宝盖，‘几’字一加光明到（亮）。”

形体动作识字：如双臂伸直、双腿并拢，

就是一个“十”字；再打开双腿就是一个

“大”字；站直了打开右臂就是一个“卜”

字……低年级的学生注意力不稳定，易

被新鲜的刺激吸引。因此在识字教学时，

要时时保持教学内容丰富，有新意；教学

方式、方法灵活多样。教学时，可以将生

字形象地称为“娃娃”或“小客人”，让学

生有一种亲切感。

识记汉字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如

教“眺”时，可以联系以前学过的形声字

“逃、桃、跳、挑”等让学生去思考：“逃”是

要用脚的，所以是“走之儿”，“桃”为果

树，故是“木”字旁，依此类推，“眺”是双

目远望，所以是“目”字旁。实际上，汉字

几乎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每个空间。因

此，我们的识字教学，除了学校的课堂、

课本之外，还有一个课堂，还有一种老

师，这就是学生所处的那个生活环境和

我们丰富多彩的人文生活。充分利用校

园文化资源、借助生活中的现有资源、积

极利用电视节目等引导学生识字，引导

学生在课外、在生活中广泛识字，让他们

感到生活中处处有语文，处处是课堂。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要

在学生学习汉字的过程中，积极地、有意

识地挖掘人文因素，让学生在这种浓郁

的人文氛围中成长，使学科教育与人文

教育并进，最终实现人的和谐发展。

王莉

江技师:百名青年访百名老党员

! ! ! !

本报讯 近日，江技师教育学院

的志愿者携手东方小学和清潭实验小

学的学生共同开展了“百名青年访百

名老党员”活动，特邀清潭三社区的陶

鼎、曹仁元、田振山、王全英四位德高

望重的老党员作为访谈嘉宾。

陶鼎讲述了他在建国、大生产、

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要历程

中的亲身经历。他希望每一位学生

珍惜在校学习的机会，争创先进。曹

仁元以他的人生格言———“知足者

常乐，乐在于生活，助人者其乐”，教

育学生要对美好生活充满感激。田

振山回顾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

历，王全英讲述了她一心为居民办

实事，与邻里和睦相处，关爱他人，

互帮互助的的事迹。访谈活动让学

生们受益匪浅，清潭实验小学的一

名学生激动地说：“老爷爷和老奶奶

身上有太多我们要学习的精神，我

们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将来像他们

一样为祖国做贡献！”

%

施漪 孙琴 蒋晔
&

市一中：艺术英才入选全国赛

! ! ! !

本报讯 日前，市一中
$$

位学子

参加了第八届“星星火炬”中国青少年

艺术英才推选活动常州地区选拔赛，

其中
%

位同学取得参加全国总决赛资

格，在参赛学校中成绩突出。

这
%

位同学都是新高三学子。李洁

凭借过人的艺术感染力和高超的钢琴

技法，将肖邦的《革命》曲演绎得淋漓

尽致，成功折桂。崔晟伦演奏的民族乐

器唢呐，高亢激扬，激动人心，一曲《正

月十五闹雪灯》征服了在场的权威评

审，荣获冠军。王颖杰的《一枝花》二胡

曲，感情饱满，扣人心弦，拿下了二胡

组一等奖。张文杰演奏的乐器是中阮，

她以一曲《凤摇竹》将听众带入诗情画

意的世外桃源，夺得了高分。在本次比

赛中获得三等奖的李晗和蒋可嘉同学

说：“我们要像任校长说的那样，做最

好的自己，让艺术的灵魂闪光。”

)顾鑫浩*

南航实践团队：倡导熄灯半小时

! ! ! !

本报讯
%

月
.

号下午，来自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民航
0

飞行学院的暑

期社会实践团队来到我市，在人民公

园作了一场提倡居民熄灯半小时的节

能省电宣传活动，受到市民欢迎。该团

队由
#!

名学生组成，他们怀着满腔热

情，在
'-

度高温的午后忙碌着。同学

们说：“今年的‘电荒’来得特别早，与

居民用电过多有关。‘十二五’开局之

年需节约能源、促进发展。”在人民公

园附近的
123

地下通道内，大学生们

把自己精心制作的传单发给每一位路

过的民众，还讲解一些平常不被注意

的用电细节，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

做到会用电、巧用电。两小时的活动

中，许多热心市民在“节约用电，从我

做起”的横幅上留下签名。实践团队还

在民众中做了问卷调查：“如果让你晚

上熄灯半小时，你愿意吗？”大多数民

众的回答是肯定的，表明节能省电已

经深入到了大家的意识中。

当晚八点，实践团队还深入天宁

区清凉新村居民小区，具体实施了熄

灯半小时方案，得到了小区居民的全

力配合。大学生们深有感触地说：“节

能省电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其实

只要你我都参与进来，就可以促进社

会的持续发展，让地球变得更加美

好！”

%

魏小婵
&

常州大学：赴新康村支教

! ! ! !

本报讯 日前，常州大学石油工

程学院“尼科尼亚”实践队的
$$

名学

生，前往雪堰镇新康村开展为期一周

的支教活动。家在广东的何展培放弃

了回家或者打工的计划，他说：“虽然

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愿意用有限的能

力去回报社会。支援农村教育是我们

大学生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有能力

担当起这个责任，我会尽我最大的努

力带领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暑

假。”志愿者们用行动呼吁更多人加

入到农村支教队伍，共同促进农村教

育的发展。除了在当地开展支教活动

外，实践小组的队员们还开展了以拜

访当地老党员为主要内容的爱心走

访活动。 )常大*

江技师：“青果印象”图片展

! ! ! !

本报讯 日前，江苏技术师范学

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创影新闻社的

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前往清潭三社

区，开展了名为“青果印象”的图片展

和问卷调查活动。满满三张展板，承载

了青果巷印象，吸引了社区居民驻足

观看。在做问卷调查的过程中，队员们

得知有些居民是从青果巷搬迁出来

的，队员们进行了现场采访。居民严先

生认为：政府应加强文化遗产的保护

工作，建议还原古巷风貌，开发古巷旅

游。很多热心居民向队员们介绍了他

们眼中的青果巷，流露出了对这条古

巷的关注和热爱。 )徐冰沁*

又讯 日前，江技师的青年志愿

者们来到句容茅山，举行了以“寻访革

命遗迹，传承革命火炬”为主题的红色

体验活动。当日，电气信息工程学院的

学生身着迷彩服，顶着烈日，高举党

旗，在茅山当地进行了一场红色越野，

他们站在“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碑

前，悼念为新中国成立而牺牲的英勇

先烈。志愿者们还参观了新四军纪念

馆，重温战火纷飞年代艰苦卓越的生

活与火热革命的情怀。学生们通过走

一程红军路、吃一餐忆苦饭、听一段革

命史，对革命精神的本质有了更透彻

的理解。 )周秋 井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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