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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的原则与措施 

杨建华 

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大坝镇完全小学  甘肃武威 

【摘要】写作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学生语文表达能力、理解能力、运用

能力的有效结合。因此，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作文教学一直都是教学重难点同时也是小学生较为惧怕的

环节之一，对于乡村小学生而言，学生写作兴趣激活、写作素材积累才是关键，所以本文也就如何精心打

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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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riting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process in primary schools,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students’ Chinese expression ability,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composition teaching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points in teaching and one of the links that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re more afraid of. 
For rural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 activation of students’ writing interest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writing 
materials are the key, so this article is also how to carefully The creation of a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of happy 
composition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was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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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文教学长时间以来一直都是语文教学过程中

的重要内容，可是就乡村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现状来

分析的话，学生对于语文作文缺少兴趣，而之所以

会如此，大多是因为教师语文作文教学方法并不合

理、相关书籍较少，学生写作积累不足不知道如何

写作。身处在这种环境下，要想有效提升语文作文

教学效果，自然需要激发学生写作兴趣、点燃学生

创作灵感，这样学生整个写作水平才能得以有效提

升。而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教学模式，则是立足

于学生兴趣点而展开的作文教学，其十分契合乡村

小学生学习诉求，能够有效突破传统模式下的语文

作文教学弊端，所以本文也就此展开了如下探讨： 
1 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概述 
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需要教师结合学生认知

特点、心理特点，以及写作教学规律，来为学生创

造出一个愉快的作文教学氛围，这样就能让学生在

快乐的情绪体验中接受作文教学、获得写作技巧。

快乐作文教学模式可以说是十分契合小学生学习特

点的一种教学模式，具有灵活多样、巧妙新颖等优

势，教师在为乡村小学生打造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

式的时候，可以借助多媒体技术、情境创设、趣味

活动等多种方式来实现，这能真正让学生在作文教

学课堂上感受到写作的乐趣，从而有效提高语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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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学效果。快乐作文教学模式可以说是充满活力

的生命课堂，其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激发

学生内在作文潜能、尊重每一位学生的生命，让学

生成为作文课堂主体，让其在快乐的作文课堂上表

达、分享、碰撞，从而有效帮助学生树立起作文写

作自信心。 
2 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的

原则 
2.1 创新性原则 
要想真正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按照创新性原则来进行打造。

首先，快乐作文教学目标要创新。传统模式下的语

文作文教学目标，教师关注的大多是学生写出的作

文质量，经常会忽略学生爱与体会，可是快乐作文

教学则不同，其教学目标需要从多维度展开，要体

现出对于学生情感调度的有效引导及运用，要将学

生快乐的情绪体验有效引入到写作之中，鼓励学生

创新表达与写作。其次，快乐作文教学方法也需要

创新。教师在作文教学过程中要结合乡村小学生身

心发展特点，来对作文教学方法进行创新，真正让

学生在作文教学课堂感受到快乐，借助多样化的教

学方式来引导学生个性表达、自主探索，这样才能

真正实现快乐作文教学。 
2.2 情感性原则 
要想真正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

情感性原则也是教师作文教学期间需要遵守的原则

之一。对于这一点，首先，需要在课前准备阶段积

蓄情感。丰富的情感积蓄本就是学生快乐作文的基

础和前提，所以教师在准备环节可以为学生进行精

心设计，以此来有效丰富学生习作生活，让学生真

正在语文写作课堂有内容可写、有情感可以抒发。

而要想实现这一点，教师要有效发挥出自身引导、

组织作用，借助有效的激趣手段来激发学生情感，

这样才能有效实现情感积蓄，为学生之后写作打好

基础。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则需要注重引导、

鼓励学生抒发自己的情感。快乐作文教学课堂主体

是学生自己，教师的“教”自然需要服务于学生的

“学”，所以在快乐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借

助有效点拨与引导来启迪学生想象，这能让学生在

表达情感的过程中感受到写作的乐趣，从而真正让

学生在自主、和谐且开放的作文课堂中抒发情感。 

2.3 个性发展原则 
要想真正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个性发展原则也是教师写作教

学需要遵守的原则之一。这一原则提倡快乐作为教

学过程并不单单只是为了教学生写作，亦或者是完

成教材上的作文教学任务，反而需要教师在快乐作

文教学课堂上，真正尊重每一位学生个性，在教学

期间强化对于学生的引导，让学生能够在快乐作文

教学课堂上养成良好的作文习惯、品质及能力。这

一原则能够真正让每一位学生都在写作过程中树立

起自信心，是真正优化小学语文写作教学、促进学

生个性化、全面发展的重要原则。 
3 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的

措施 
3.1 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敢于写作 
学习兴趣一直都是学生自觉写作与主动写作的

前提，学生只有对写作产生兴趣，才会减轻自己对

于写作的抵触感。为此，要想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

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教师首要任务就是激发学生

兴趣，让学生能够敢于写作，而对于这一点，教师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教师可以在教

学过程中仅仅围绕着学生熟悉的生活来点燃学生写

作兴趣，可以是学生周边的人或者是事、景，亦或

者是物来作为作文内容，这能有效激发学生表达欲

望，让学生敢于表达、自主表达。例如，教师在以“环
保行动”作为主题引导学生写作的时候，即可结合小

学生爱玩这一特点来为学生精心设计活动，如让学

生为花草树木浇水；为学校草地制作保护的宣传牌

等，这样就能有效提高学生参与兴趣。而在活动实

施之前，教师可以叮嘱学生留意整个活动过程，以

及同学表情以及言行，这样学生就能在趣味活动中

产生表达兴趣，有效落实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

学模式打造这一目的。另一方面，教师还需要在教

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学会观察、体验生活，以及从实

际生活中取材写作的能力。乡村本就与大自然十分

亲近，教师在为学生打造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的

时候，可以带领学生亲自自然来进行观察、体验，

这能让学生学会从生活中获得写作素材、捕捉生活

中的小浪花，从而真正提升小学作文教学效果。例

如，春天，教师可以带领学生看山清水秀的乡村、

繁花似锦绣的美丽景象；夏天，则可以邀学生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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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荷塘美景，亦或者是一同去小溪里捉鱼、钓龙

虾；秋天，则邀请同学一起参与到秋收忙碌体验

中……这样学生就能在不同生活体验及景色观察中

学会观察生活，避免学生写作无话可写，有效培养

学生观察生活与表达生活的能力，从而真正让学生

在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下得到发展和提升。 
3.2 注重积累，为写作积累素材 
学生要想真正写出一篇优质的作文，丰富的积

累可谓是前提及关键，学生只有积累了写作素材才

能真正投入到写作之中。为此，教师在为学生精心

打造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的时候，还需要注重积

累以此来让学生善于作文。一方面，教师可以指导

学生以读书摘抄的方式来积累写作素材。作文与语

文基础知识、阅读一样也需要积累，好词、佳句、

精彩片段积累对于学生写作能力提升而言意义非常。

为此，教师在快乐作文教学课堂上，可以结合小学

生兴趣点来鼓励、引导学生多阅读一些课外书，同

时指导学生坚持做摘抄，而非盲目的阅读，这样才

能让学生从小养成读书积累的良好习惯，从而有效

扩大学生知识面，另外还有助于学生写作积累及技

巧获得。例如，考虑到小学生年龄尚小，教师可以

借助一些绘本故事来提高学生阅读兴趣，亦或者是

通过组织“讲故事”活动来激发学生阅读兴趣，这

样学生就能在阅读中积累写作素材。另一方面，教

师还可以在语文教学过程中，结合语文教材内容来

指导学生积累。很多语文教材上都有在思考练习题

中提到“背诵自己喜欢的自然段，摘抄好词、佳句”

等要求，教师在为学生构建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

的时候，即可基于此来指导学生，能够丰富语文教

学、提高学生表达兴趣及积累量，从而有效优化小

学语文作文教学。 
3.3 渗透情感教育，倡导真情写作 
要想为学生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

学模式，教师在语文写作教学过程中，还可以渗透

情感教育，以此来有效倡导真情写作。小学生之所

以写不出优质的作文，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生作文

缺少真情实感的表露，这也是小学生普遍存在的问

题。针对这一问题，情感教育有效渗透则能起到良

好的纠正效果，教师可以在小学语文作文快乐教学

课堂上，渗透情感教育，让学生学会真情流露，这

样学生写出的作为才会更加具有吸引力。具体而言，

教师在语文作文教学课堂上，可以引导、鼓励学生

观察生活，借由这一方法来指导学生体会生活中的

点滴感动，同时指导学生及时记录这些感动，这样

才能让学生意识到情感表达的重要性。除此之外，

教师还可以在快乐作为教学过程中，借助一些特殊

节日来为学生组织一些语文实践活动，借由此来引

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生活，这样学生整个情感体

验才会更加的深刻，从而有效促进学生“有感而发”、
“情感表达”，真正有效促进情感教育在快乐作文

教学中的有效渗透。例如，教师在为学生讲解完《慈

母情深》之后，为了能够真正让学生感悟到父母之

爱的伟大，教师可以在教学完成之后渗透情感教育，

在课堂上提出如下问题情境：“同学们，学习完这

一文章之后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母亲的爱，

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在生活中你们母亲为你们

做过的事情你们记得吗？有什么特别让你感动的事

情吗？”借由此来有效点燃学生思维，促进学生思

考，之后再播放相应的视频来让学生感知生活中母

爱的点点滴滴，这能有效刺激学生多方面感官，让

学生获得情感共鸣，之后再要求学生来展开“情感

表达与写作”，从而有效优化小学语文作文教学，

真正让学生在快乐作文教学课堂上提高自身写作能

力。 
3.4 组织课堂活动，拓宽学生写作思路 
要想为学生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

学模式，教师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还可以

为学生组织一些趣味、生动的课堂活动，让学生在

活动过程中更好地感知到写作的乐趣，真正让学生

在快乐作文教学课堂上获得写作技巧、提高写作水

平，从而真正优化小学语文写作教学。在这一过程

中，教师可以借助提出作文想法、参与课堂活动、

展开作文写作等一系列课堂活动来有效训练学生写

作，这能让学生在活动课上拓展、丰富自身写作思

路，从而有效促进学生写作构思得以完善。例如，

教师在五年级上册习作二“观察”作文教学课堂上，

即可为学生设计一个趣味的演讲活动，要求学生围

绕“观察”来炸开演讲，而学生观察内容也不进行限

制，可以是学生感兴趣的动物、物体、生活亦或者

是自然现象，借由这一趣味任务来有效提高作文教

学趣味，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思考、观察与活动

中，而这一整个过程可谓是学生“观察”的写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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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完成演讲之后，教师即可指导学生将自己准

备的演讲内容以及他人演讲中的表达进行整理与拓

展，这样就能写出一篇《观察日记》，在创新语文

写作教学方法的同时，为学生打造出一个快乐的语

文作文教学课堂，真正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写作

与表达，从而最大程度提高学生写作水平。 
3.5 注重评语激励，让学生乐于写作 
要想为学生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

学模式，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教师还需要注重评语

激励，借由这一方法来有效激励学生敢于写作、乐

于写作。传统作文评价大多是直接评分，很少会对

学生作文进行点评，这容易降低学生写作热情，也

与快乐作文教学理念不相符。为此，语文教师在快

乐作文教学课堂构建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学生实际

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评价，最好是能够考虑到学生

个体差异，多采用一些激励评语来对学生进行评价，

这能有效激励学生写作，不打击学生写作热情。例

如，教师在对学生作文进行评价的时候，对于一些

基础差的学生可以抓住其作文中的亮点来激励与点

评；对于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则可以适当提出要求，

同时鼓励其优势之处，此外还需要尽可能在评语中

体现出人文精神，这样才能有效激励学生写作进步。 
4 结语 
综上所述，乡村学生相对于城市学生而言其视

野更为狭窄、见识也十分有限，对乡村小学生进行

语文作文教学的时候，其难度也更高，身为语文教

师要在作文教学过程中，结合乡村资源优势来为学

生精心打造乡村小学快乐作文课堂教学模式，这能

让学生在快乐体验中感悟到写作的魅力，同时在乡

村生活、体验中观察与积累写作素材，从而真正有

效提升小学语文作文教学效果，为乡村学生写作水

平提升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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