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外祖父今年 76岁了，身材

不高却清瘦硬朗，这些年虽饱受糖
尿病的折磨，却依然乐观面对生活。

外祖父不到十岁就失去了父

母，只上了两年小学就退学了。虽然

缺少了父母的爱，但是四邻乡亲都

对他很和善。正因为此，他长大后经

常帮助乡亲干活，是村里出了名的

勤快能干。远到河北挖渠沟、到山西
修公路，近到昌邑推盐袋，都留下了

他的足迹。直到很多年后，他还经常

帮助村里的老人，老人们对外祖父

赞不绝口：“他这人办事，我们很放
心的！”

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外祖父成

了一个铁匠。俗话说，人世间有三
苦：打铁，撑船，卖豆腐。外祖父却以

此为乐。听妈妈说，他曾经在当地的

三合山乡工业干过打铁，虽然打铁

的屋子因烧煤而变得烟熏火燎，铁

管、铁丝等铁器众多，他却收拾得清

清爽爽。隔几天他就像变戏法般给

女儿买来几支粉笔或者几个本子，

看到女儿欢呼雀跃，他也很满足地

笑了。要知道在七八十年代，能拥有

一支笔、一个本子是一件多么幸福
的事情。

后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外祖父心疼外祖母不能承担
繁重的体力劳动，选择退出工业回

家做农民。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放

弃他喜欢的打铁手艺。每年在农忙

前后，他就约同村另一位铁匠，一起

骑上自行车，满载了打铁的工具材

料，走乡串村，哪里有需要就在哪里

暂时住下，找一个相对宽阔背

风的大街，安装好烧火的风箱、
打铁的铁砧，就燃起了熊熊的

炉火。不一会儿，乡亲们就拿着

自己需要打造的农具围上来

了。于是“呼呼”风箱拉起
来，“丁丁”“当当”大锤小锤敲

起来，伴随着乡亲们的农家话，

锄头、铁锨、耙齿被锻造得焕然
一新，锋利趁手。忙到中午了，乡亲

们都热情地邀请外祖父和同伴吃

饭。那些年外祖父在乡镇周围用他

的技术和诚恳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几年后，同村打铁的铁匠因病

去世了，外祖父少了得力的助手，没

办法继续走乡串户为大家服务了，
他因此沉寂了好几年。

时间到了九十年代末，乡镇上

橡胶工厂蓬勃发展。外祖父嗅到一

线商机，决心重操旧业，大干一场。

他先把自家土地种上易管理的庄

稼，让自己没有太多拖累，然后又在

乡镇上租了三间房子，购置了打铁

会用到的现代化的机器和大批材料
就开张了。那几年的外祖父虽然没

有挣到大钱，但也小有成就。闲暇

时，也会让外祖母炒几个小菜，喝上

几盅小酒，畅谈他的铁艺未来。毕竟

年龄不饶人，因为烟煤太熏人，小型

农具也逐步退出市场，取而代之的

是现代化的大型机械，加上他的女
儿们，也就是我的妈妈和姨妈也上

班挣钱了，所以就坚决不让他再继

续打铁了。

“叮叮当，叮叮当，打起铁来赛
金刚”这句俗语经常被外祖母念叨，

那段生活的苦与乐，如今已不复再

有了。偶尔看到角落里的铁砧和铁
器，年迈的外祖父就会默默感叹一

阵，好像在怀念他曾经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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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我

们发现，学生的材料作文的写作能

力和其素材的积累、写作内容的选

择还有自身对作文题目的解读等都

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训练学生的材
料作文的写作能力的时候，我们可

以从这些方面着手。

一、确保学生不跑题
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首先要求

教师要确保学生的作文写作不跑

题。一旦出现跑题的问题的话，那么

学生的作文就必然是失败的。所以
无论是训练什么类型的作文写作教

师都必须要训练学生的审题能力。

只有科学的审题才能够保证学生有

足够大的发挥空间。如果审题出现

错误的话就必然会出现严重的问

题。材料作文的写作更是如果。审题

决定了学生选择什么类型的材料、

怎样运用这些材料，同时也决定了

学生的作文的整体架构。在写作训
练、尤其是材料作文的写作训练中，

教师必须要花费足够多的时间和进

行来训练学生的审题能力。

二、提高文章架构的合理性
文章架构的合理性对学生的作

文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般

来说材料作文想要取得高分就必须
要有合理的文章架构。而素质教育

也要求学生的文章架构要过关，因

为从学生的文章架构中我们可以看

到学生处理问题的方式、看到学生

思维体系的完

整性。所以文章

架构不仅仅是

学生写作能力
的体现，也是学生综合素养的体

现。

提高学生的文章架构的合理性

首先需要教师了解学生的写作能

力，在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的基础

上教师和学生一起努力才能够真正

的做好相关的工作。比如有的学生

是因为审题的时候总是看一半就开

始写，而有的学生则是因为不善于

抓住题目的核心信息。对于不同的
学生的具体问题教师也要用不同的

方式解决，真正地做好个性化的教

学工作。
三、丰富学生的材料储备
材料作文最重要的是就是学生

对材料的运用能力，但是其实这里

还有一个更加基础的条件。那就是

学生必须要有材料可以用。而丰富

学生的材料储备的方式中最重要的

一种就是阅读。阅读的过程就是积
累材料的过程，在阅读中学生可以

看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教师可

以给学生提出具体的要求让学生背
诵或者大概复述相关的内容。通过

长时间的积累学生的材料储备一定

十分的可观。除了阅读外，学生的生

活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库。因为学生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

的事情，学生身边的事情、互联网上

出现的事情、他人口中听到的事情

等都可以成为学生的写作素材，只
要处理适当其能够在学生的作文中

发挥自身的独特价值。因此教师应

该给学生提出具体的要求，让学生
每天都记录下生活中一些有意思的

事情作为材料。

“作文难，难作文”，应该算是小

学生习作的常见问题，也是语文教

师面临的一大难题。我认为在作文

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巧妙地
进行积累，巧妙地进行训练与评价，

这样，学生们就能迅速走上作文训

练“大道”。
一、善积累
1、欣赏佳作。我们班每周都会拿

出一节语文课当阅读课，用于让学

生阅读佳作或让学生展示交流阅读
佳作后的感受。课前，我会精心挑选

一些好的段落或文章，在课堂上以

各种形式进行朗读，或自己声情并
茂的范读，或让朗读水平较高的学

生配乐读。入情入境的朗读会把学

生吸引到作品中去，使其身临其境。

在欣赏的过程中，我会适时地对文章

的构思用词，所运用的方法等进行点

拨和引导，带着学生一起去评析佳
作，这样学生在欣赏佳作的同时，也

学习到了一些写作技巧。

2、感悟生活。写作来源于生活。
学生所写的内容主要是对身边的人

和周围事物的认识，是一种真实而独

特的感受。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我

会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多去关注现

实，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一方面我

会努力为学生创造情境，尽所能地去

扩大学生的生活范围。例如带领学

生走出封闭的教室，到现实生活中
去，引导学生学会用自己的心灵去观

察体验生活。

二、巧训练
日记接力激情

四溢。小学生喜欢争

强好胜，喜欢同学之间比赛。利用

这种心理特征，我在班里开展了小

组的日记接力活动：我把全班五十

多名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
的组员每天轮流写一篇日记。每

天，日记传递给一名同学，这名同

学在动笔写之前，都会去认真地欣

赏前面同学的日记，智慧的火花和
合作的热情由此传递。日记接力这

种新颖而有趣的形式使学生的习

作热情得到了极大地激发。每个学

生基本上一周才会轮到一次，所以

负担并不是很重，如果能长期坚

持，一定受益匪浅。在日记接力的

过程中，学生之间互相学习借鉴，
暗暗较劲，写出的日记形式不拘一

格，内容精彩，语言生动。每周，我

还会挑选出最棒的日记，在班里进

行展示，从而获得了“点上开花，面

上结果”的显著效果。

三、重评价
在作文评价中，我比较常用的

激励方法：一是分数激励。作文评

价，一般采取高分评价的方式，100
分并不是最高分，这样做主要是为

了激励学生，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快

乐，使他们更加乐于去习作。二是评

语激励。评语注重针对性，要有改进
性的建议和激励性的语言，要让学

生看到他们的进步，并知道还存在

哪些不足。三是获奖激励。我会根据

学生的情况设置各种奖项，如“习作

进步奖”、“习作创新奖”、“习作大王

奖”等等，我会努力通过一次次的评

价，让每一名学生都有获奖的机会，
从而增添对作文的信心。

如何引导小学生写好材料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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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作文教学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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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法的感想
山东 陈文举

也许那世

我怀揣着一个江南才子的回眸

走过千年兰亭

走过盛唐的歌舞升平

一笔笔描绘轮回的心事

或许今生

我对书法的热爱

走不出，阅不尽
碑帖在手

已是浸淫太久，太久

今晚，我又练起了隶篆
为的是那千年相识的缘

字字随心

你是否看见我的逢墨花开？

像极了做事认真的样子

那些陈年的字迹

尚有血色，一行行

傻傻的笑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与米芾成了朋友
他告诉我怎样的生活

乐观而豁达

笔下有乾坤

在我墨色飞舞的日子里

细细临帖，鞠躬尽瘁

要不再写首诗吧

关于我笔下意犹未尽的故事

只待浓墨一笔
龙凤升腾

述情千年书法
追忆三千年前

是谁用占卜的刀锋

迈过仓颉造字的成熟

刻下那片片如梦的甲骨

穿越千年岁月

是谁的虔诚，祈祷上苍？

镌刻成了经典的轮回

描绘一个盛世的传奇

跨过河西走廊

那楼兰女子的身影，为何不见？

风起，飞沙满天
裸露出的竹简残片

字字飞扬
舞动着清妙的音符

像一颗流星

漫过天际

倾诉一个大汉王朝的背影

久违的故事

驿站的孤冷

流下泪水的感动

虽远必诛
战无不胜

字字传奇，英雄梦

走过魏晋风度

一次醉意的兰亭

字字珠玑
可谓妙笔天下，引人入梦

我渴望

穿过那江南雨巷

看撑着油纸伞的书香女子

漫过题扇桥

去邂逅

永和九年的风情

梦回唐朝与北宋
看开元盛世，歌舞升平

沿着大宋的开封城

感受文人的尚意书风

书法的成就

攀过时代的高峰

颜筋柳骨的力度
苏黄米蔡的个性

意蕴尺牍，百家争鸣

点染时代的乐章

以个人的修养
至此

只为东坡居士落寞添香

笔墨之间，细细酝酿

黄州寒食帖

是我最好的榜样

我闻着千年的墨香而来

行一步，写一行

我在碑内与碑外塑造自己
我在历代名帖中吸收营养

然后，满怀希望
饱读诗书

不再年少轻狂

在黑白之间，世俗之上

化茧成蝶，一路墨花香

续上历史的文脉

弘扬书法艺术

蹒跚几回首
看我桃李满春芳

诗书有情
重在发扬

我们正处于一个文化开放、多元

繁荣和融合的时代。但是，当代中学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却比较

陌生, 他们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的价

值观念的影响，不少学生表现为淡

化、漠视传统文化。不可否认的是，英

语教学不仅仅是学生学习英语语言

了解不同文化的媒介，也是学生运用

英语将中国传统文化向外传播的通

道。
在英语学习中融入中国传统文

化能展示出我国特色文化的特点，以

初中英语教学为媒介，不断在英语教
学中融入中国文化，才能拓宽学生的

知识面，从而提高丰富学生的文化内

涵。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能让

学生进行对比，从而加深学生对中国
文化的认识。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养成

学生的文化素养。

1.通过实验研究表明，将中国传
统文化融入到初中英语教学中，应该

从学生的兴趣作为切入点，主动吸引

学生开展相应的探究活动，真正的将

传统文化通入到学生的英语学习中，

让学生在了解英语文化背景的同时，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容。在介绍

西方传统节日的时候，教师可以布置

一些讨论交流活动，让学生利用所学
的表达方式对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

进行表达。元宵节、清明节等，然后在

一起交流互动。从学生实际生活出发
的文化融入，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的

兴趣，也能够在英语背景下，享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在英语教学中，很多的教学内
容是能够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

从吃穿住用行等等，中西方文化都是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的，这也是开展中
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根据英语

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的切入，让学生了

解的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了

解如何利用它进行表达。比方说传统

节日、饮食习惯，特别是建立在传统

节日下的饮食习惯。通过建立中西方

在节日上的饮食对比，让学生在了解

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发扬中国的传统
文化。

3.将多样性的教学活动实际融入

到课堂教学中已经成为了一种主要
的教学趋势。例如，教师讲解到“

We'repreparing for a food festival. ”

这个单元时，教师可以为学生创设关

于不同传统节日的情境，比如，Spring
Festival、Mid-AutumnFestival等，让

学生在这些情境中，制作或

者介绍不同的传统节日里
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通过

这样的方式逐渐达到向初

中生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目标。

作为一名中学生，必须了解自己

国家的传统文化。只有充分了解本国

的文化传统，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别国

的文化。而在这个过程中，课堂也要
发挥一定的作用。所以老师在平时的

教学中任重而道远，除了要加强自身

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学习，还要在平时

的教学中充分利用好教材，深入挖掘
教材中的文化内涵，给学生提供丰富

的相关传统文化阅读材料和组织相

关文化活动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
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加深入

地理解传统文化，从而加强对传统文

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本文为中国教育发展研究“十
四五”规划重点课题国学融入学科教
学的实验研究子课题结题论文选摘)

浅析初中英语教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渗透
吉林省松原市长岭县太平山中学 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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