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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考点归纳：写作能力

(一)写作的基础知识

1.写作的概念

写作是指人类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的创造性脑力劳动的过程。

2.写作的过程分段

从现代信息论、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写作是一个收集、加工、输出信息的整体系统。作为一个完整的系

统过程，写作活动是有阶段性的。大致可分为采集一构思一表述三个阶段。具体又可分为采集、立意、谋篇、

用语、修改等五个环节。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自身的特点、规律和要求。

(二)写作手法

1.写作手法的介绍

写作手法就是文章中用来表现主题、刻画人物，增强表现力，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手段。常见的有：夸张、

对比、比喻、拟人;悬念，照应，联想，想象;抑扬结合、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叙议结合、情景交融、衬托

对比、伏笔照应、托物言志、白描细描、铺垫悬念、正侧面结合、比喻象征、借古讽今、卒章显志、承上启

下、开门见山;烘托、渲染、动静相衬、虚实相生、实写与虚写、托物寓意、咏物抒情、借景抒情等。

2.常用写作手法介绍

(1)叙事角度

①第一人称叙事法

文章的内容通过“我”传达给读者，文章中所写的都是叙述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或者就是叙述者

本人的亲身经历。第一人称的作用：是事件的见证者，是文章的线索人物，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体现出文

章的真实感和亲切感。

②第二人称叙事法

常用于书信，一般记叙文中很少通篇采用，但在叙述过程中，为了直接表达情感，在文章的某个局部，

转变为第二人称，可以增强文章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

③第三人称叙事法

用第二人称叙事使叙述人既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生理、心理的限制，可以直接把文章中的人

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能自由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但第三人称叙事不如第一人称叙事亲切自然。

(2)叙事顺序

①顺叙法

顺叙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事件，与事件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一致，文章条理清楚，脉络分明。运

用顺叙时，应注意剪裁得当，重点突出，防止出现罗列现象和平铺直叙。

②倒叙法

主要指除了将个别部分提前，其他仍以顺叙记录，而不是把整个事件都倒过来叙述。倒叙时要交代清楚

起点。倒叙与顺叙的转换处，要有明显的界限，还要有必要的文字过渡，做到自然衔接。采用倒叙的情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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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是为了表现文章中心思想，把最能表现中心思想的部分提到前面，加以突出;同时为了使文章结构富于变

化，避免平铺直叙;另外则是为了表现效果的需要，使文章曲折有致，造成悬念，引人人胜。

③插叙法

有时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故事情节而追叙;有时是对出场人物的情节作注释、说明。使用插叙一定要服

从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做到不节外生枝，不喧宾夺主。在插人叙述的时候，还要注意文章的过渡、照应和

衔接，不能有断裂的痕迹。

④补叙法

补叙主要用于对上文的叙述加以补充说明，一般是片断性的、简要的，不具备完整的事件，也可以把解

释或说明的文字放在前面，以引起下文。补叙一般不发展情节、事件，只对原来的叙述起丰富、补充作用。

⑤分叙法

分叙可以先叙一件，再叙另一件，也可以几件事情交叉叙述。采用分叙时要根据文章内容和表达中心思

想的需要确立叙述的线索，还要交代清楚每一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分叙的作用是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

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楚，有条不紊。

(3)叙事线索

①以物为线索

叙事过程中让某物在事件发展各阶段反复出现，并通过各种手段有意强化其形象，使物件起到过渡或象

征和点明中心思想的作用。

②以人为线索

以某人为叙事线索，将其统一形象贯穿全文，令某人成为全文重要关注点，或塑造人物，或推动情节。

③以思想变化为线索

这种写法，思想发展的主线要分明。将思想变化的各个阶段作为线索贯穿全文，形成连接照应。

④以中心事件为线索

主要事件记叙突出，次要事件交代清楚，主次搭配合理，突出主旨，可使复杂事件繁而不乱。

(4)情感抒发

①直接抒情法

一般适用于抒发强烈而紧张的感情，可以使感情表达得朴实真切，震动人心。特点是叙述时感情强烈，

节奏快、紧张，情感直露，容易把握。

②间接抒情法

间接抒情一般可以在客观叙述的同时，加入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使读者在叙述过程中感受作者的思想

感情;也可通过议论表达作者强烈的爱憎、褒贬，或者在描写中渗透自己的情感，使文章语言富有感情色彩。

间接抒情的特点是抒情含蓄婉转，富有韵味。

(5)议论文体

①先叙后议法

即先叙事后议论，达到叙事和议论的统一。议论的方法，可以通过文章的人物语言、心理活动进行议论，

也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进行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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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先议后叙法

即先议后叙，首先通过议论，开门见山地提出记叙的要点和中心，以此统领全文，使全文所记事件的意

义显得清楚明白。

③夹叙夹议法

将叙事和议论穿插进行，写法上灵活多变，作者自由自在地表情达意。

(6)描写方法

①写生法

写生法是美术术语，这里用来指描写器物注意按照一定顺序，或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或从左到右，

或从右到左，或先中间后两边，或先两边后中间，或先整体后部分，或先部分后整体，同时注意刻画细节，

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②转动法

从不同角度动态地对器物进行描述，准确运用正面、反面、上面、下面、左面、右面等方位词，对器物

进行全方位介绍。中间要有详有略，切忌面面俱到、平均用力。

③剥笋法

对于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可以采取从外到里或从里到外的顺序把其结构描述出来，由里及外，突

出中心和重点。

④拟人法

找到人与一些无生命器物或动植物的某些特点的相似之处，进行细致的描绘。把动物比拟成人，首先要

从整体上把它比拟成人，然后再找出与人的局部相似之处。

⑤化动法

把器物描述从描写静态转入想象动态或从动态转入想象静态，动态与静态描写结合，使二者相映成趣。

⑥说明法

对器物进行描写时，有时要说明它的特点或作用，也可说明物品的历史、特点或用途，增加读者对器物

的了解。

⑦“五官”法

运用人的五官感知能力，把各种不同感觉、感受写出来，使人对一定情感和器物的描写更具体、直接。

⑧借物抒情法

在描写物品时将感情寄托于对事物的爱憎之中，借器物的形象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感情，使物与情相统一，

使情有所依托。

⑨托物言志法

用某一物品来比拟或象征某种精神、品格、思想、感情等，使器物与志向，器物与感情发生内在联系。

常用比喻、拟人、象征等手法。

⑩物品自述法

实则是拟人手法的通篇使用，准确地把握物品的特征.采用第一人称描述物品，使器物显得形象生动，

吸引读者的兴趣，同时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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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三江并流”法

在主体部分中，用三个反问段落作为文章的主题部分，围绕主题并列展开。文章段落属于横向联系，运

用并列关系将要写的东西分别呈现，使读者对文章主体一目了然。

(7)建筑描写法

①远眺近看法

对建筑物可以远看，也可以近视。远眺可得到建筑物整体印象和整体轮廓。描写建筑物时，最好把远眺

和近看的结果结合起来写，使读者对建筑物的整体和各部分情况有详细的了解，从而获得完整印象。

②内外结合法

从外面看建筑物的轮廓，从内部看建筑物的构造和功能，重点是内部组成和功能，一般要按方位顺序依

次进行介绍，这样才能条理清楚。

③换步观形法

不断变换立足点和观察点，对建筑物进行多方面的观察描写，得到不同侧面的完整印象。采用移步换形

法描写建筑物一定要把观察点和立足点交代清楚，还要抓住建筑物最主要的特征来写。

④说明介绍法

对建筑的特点、历史等可采用说明介绍法，紧扣文章中心简明扼要地说明介绍。

⑤环境衬托法

通过对建筑物周围的景致进行适当描写，可使建筑物更加突出。在描写周围的景色时，要把观察点和立

足点介绍清楚，便于读者了解建筑物整体位置。

(8)动植物描写法

①对动物进行描写时，可对动物外形各组成部分的形状和颜色特点，采用总分结合法描述。要注意总述

与分述之间的关系。分述部分要紧紧围绕总述所讲的特点描写。各分述部分要有一定的顺序和条理。

②在描写植物的时候，可以对各个部分进行描述，也可以只对某一部分进行描述。描写时要重点突出，

可以从最能体现这棵植物特点的部分的颜色、形状、气味等人手具体描写。

(9)景点描写法

对景区特征描写，既要逼真地再现具体的时令特征，又要表现景物本身的特征，使时令特征和景物特征

融为一体。要注意观察景区不同时段的变化特征，体现景物所发生的任何细微变化。可采用定点或换点取景

法，选择较能反应景区特点、特色的地点，按照一定顺序，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从

左到右或从右至左等，把景物写得层次清楚、鲜明逼真、有立体感，给读者以如临其境之感。

(三)新闻文体类

新闻文体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使用的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文体，其种类很多，

这里只介绍经常使用的消息、通讯和新闻特写。

1.消息

(1)消息的概念

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方式、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群众最关心的事

实。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单指消息;广义的指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特写、评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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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息的分类

一般把消息概括为四类：

①动态消息

迅速而准确地报道新近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重要的活动，以及各项建设中的新情况、新动态、

新成就、新问题的一种文体，是报纸上使用最多的一类文体。重大新闻的简讯都属于动态消息。

②典型消息

也叫经验消息，它是对一些具体部门、单位、行业的典型经验、成功做法集中报道的一种文体。

③综合消息

综合消息是把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单位、各具特色、性质相同的事实综合在一起，并体现一个主题的

报道。它的特点是在综合、概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见解，揭示规律。

④述评消息

又称“记者述评”“新闻述评”，是一种兼有消息与评论作用的新闻。它是在陈述事实的基础上，穿插

评论或抒发感慨，从而分析说明所报道事实的本质和意义。它的特点是边叙边评，要求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

依据，针对事实进行评说，要求观点正确，评论得当。

2.通讯

(1)通讯的概念

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塑人物的一

种新闻报道形式。它是记叙文的一种，是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常用的文体。它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地报

道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经验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文体。

(2)通讯的写作步骤

通讯的写作步骤一般分为如下几步：

首先是立意，确立主题。立意就是确定思想.提炼主题，立意的过程也就是找角度的过程。

其次是确定结构。可以运用按时间顺序来写的纵式结构，按逻辑顺序来写的横式结构，也可运用纵横结

合的写法。

第三是选取材料。要选择最能再现人物或者一件事件本质的材料。

第四是明确语言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通讯的语言要具体，不要抽象，尽量少用形容词和数字，可以多

用动词和群众语言。

最后是着笔写作，要注重创新写法。多作细节与环境的描写，把人物放到环境中去。写作时可以先分好

几个小层次，做好小题目，分块去写。

(3)常见的通讯类型

通讯按内容分，一般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概貌通讯和工作通讯。通讯按形式分，分为纪实通讯、

新闻特写、新闻专访、新闻调查、专题侧记、随行散记、记者手记、新闻花絮等。这里重点介绍以下几类：

①人物通讯

所谓人物通讯，就是以报道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它着重揭示先进人物的精神境界，通过

写人物的先进事迹，反映出人物的先进思想，使之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同时，也报道转变中的人物和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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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争议的人物。“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写作时切记不可把先进人物写成从来没有过的大智大勇，十全

十美。写人叙事力求言真意切，恰如其分。

②事件通讯

所谓事件通讯，就是报道典型的、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新闻事件。写事当然离不开写和事件有关的人，但

它不像人物通讯那样着力刻画人，而是以事件为中心，在事件的总画面中，为了写好事而来写人。它既可以

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的、振奋人心的典型事件;也可以从某一新闻事件中截取一个或若干个片断，进

行细致详尽的描述，揭示事件的深刻含义;还可以是若干事件的综述。

③工作通讯

所谓工作通讯，就是反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的成绩，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或

者探讨有争议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道。它是报纸上经常运用指导工作的重要报道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四

条：一是把介绍工作经验和分析问题作为主旨;二是凭借事实，深入分析;三是生动活泼，讲究文采;四是不

拘一格，形式多样。随笔、散记、侧记、札记、记事均可。

3.新闻特写

(1)新闻特写的概念

新闻特写，用类似电影“特写镜头”的手法来反映事实，是作者深入事件新闻现场采写的一种现场感较

强、篇幅较短小的新闻文体，侧重“再现”。

截取新闻事实的横断面，抓住富有典型意义的某个空间和时间，通过一个片断、一个场面、一个镜头、

对事件或人物、景物做出形象化的报道的一种有现场感的生动活泼的新闻体裁。

(2)新闻特写的种类

新闻特写通常有以下几种：

① 事件特写：摄取与再现重大事件的关键性场面。

② 场面特写：新闻事件中精彩场面的再现。

③ 人物特写：再现人物的某种行为，绘声、绘色，有强烈动感。

④景物特写：对于有特殊意义或有价值的罕见景物的描写。

⑤工作特写：对于某一工作场面的生动再现。

⑥杂记性特写：各种具有特写价值的新闻现场的生动再现。

(四)文学文体类

1.散文

(1)散文的概念

散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散文，在古代指的是一切不押韵的文章。

(2)散文种类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将散文分为以下几类：

①叙事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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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同时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

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字里行间充满饱满的感情。叙事散文侧重于从叙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

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

②抒情散文

以抒发作者主观感情为主的散文称为抒情散文。抒情散文往往借助具象，写景状物来抒发主观情感。文

中的景或物是，乍者抒情的依托，作者往往将所要抒发的情感具象化，运用比兴、象征、拟人等手法，或写

景抒情，情景交融，或托物咏志，有所寄托，以达到抒情的目的。大致可分为借景抒情、因物抒情和以事抒

情三类。

③写景散文

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文章多是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借景抒情，或寓情于景，抓住景

物的特征，按照空间的变换顺序，运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把观察的变化作为全文的脉络。生动的景物描绘，

不仅可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更好的表现主题。

④哲理散文

以散文的形式讲哲理、启迪人生的文章称为哲理散文。哲理散文以种种形象来参悟生命的真理，从而揭

露万物之间的永恒相似，因其深邃性和心灵透辟的整合，给人们一种透过现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底蕴、

观念，具有震撼性的审美效果。把握哲理散文体现出的思维方式，运用象征思维、联想思维和情感思维，去

体悟哲理散文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积淀。

2.诗歌

诗歌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形式较为多样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

(1)诗歌的概念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

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2)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

①赋比兴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六义”中，“风、雅、颂”是

指《诗经》中诗篇的内容，“赋、比、兴”就是诗中运用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②想象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但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具体包括：

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义表现为心灵的商接意象。比拟。比拟或喻于声.

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实质还是“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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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夸张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

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

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把具体与抽象联系起来，使诗歌

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

3.小说

(1)小说的概念

小说是作者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感情，从

而艺术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2)小说的分类

①按篇幅长短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

长篇小说。篇幅在十万字以上，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一般通过比较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来表现社会

生活，如《红楼梦》。

中篇小说。篇幅在三万字至十万字之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反映出一定广度

的生活面，如《人到中年》。

短篇小说。篇幅在几千到两万多字，虽然篇幅较小.但结构相对紧凑完整、短小精悍，有些还具有深刻、

丰富的社会意义，如刘心武的《班主任》。

微型小说。一般认为微型小说的篇幅应在两千字以下，题材常是生活经验的片段，能见微知著，字句精

练。

②按作品类型分为武侠小说、推理小说、悬疑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网游

小说等;

④ 按艺术表现分为文艺小说、类型小说(如武侠小说、推理小说、悬疑小说等);

④按写作语言分为纯文学小说、通俗小说;

⑤按作品内容分为现实小说、超现实小说(如魔幻小说、灵异小说等);

⑥按写作风格分为传统小说、网络小说(包括网游小说、黑道小说、架窄小说等);

⑦按文字语言分为古白话小说、当代古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地方语言小说;⑧按作品载体

分为平面小说和电子小说;

⑨按写作人称分为第一人称小说、第三人称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记体小说;

⑩按主义流派分为古典主义小说、讽刺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浪漫主义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形式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

小说等;

11.按年代分为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

12.按进程分为连载小说和全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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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笔试综合素质写作的答题思路

拿到作文题目后，首先第一步应该是申请题目，理解题干。一般情况下，题目中的要求有 5类。我们以

2014 年下半年小学的那篇作文为例。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苏格拉底说：“快乐就是这样的，它往往在你为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忙得无暇顾及的时候突然来访。”培

根说：“外在的偶然因素经常影响人的命运，但人的命运主要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自定立意，自拟题目，自选文体。不少于 800 字。

第一个要求用规范的现代汉语写作，也就要求我们不能用文言文、网络用语，要写普通话。

第二个要求是自立定义，虽然自己确定立意，也不能随便写，一定要结合材料去写。

第三个要求是自拟题目，这个可以自由发挥，但是一定要看清楚要求，有的要求就是给定题目，我们就

不能随便写了。

第四个要求是自选文体，一般情况下，对于考试来说，还是议论文比较好写一些，也比较容易得分。

第五个要求就是不少于 800 字，一般情况下，幼儿园和小学的写作都是不少于 800 字，中学就是不少于

1000 字，我们在写的时候前后不要相差 50 字是最好的。

第二步要阅读材料，确定立意。我们主要介绍的方法就是关键词分析法。总共分四个环节。首先要找关

键词，其次要找逻辑关系，再次要解析关键词的含义，最后就是确定立意。在这个模块，我们主要需要注意

的就是自己的一个身份定位，我们每一篇作文都可以有很多个方向可以发挥，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参

加的是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我们作为一名未来的准教师，所写的文章一定要符合我们的一个身份，也就是要

写跟教育有关的文章。

第三步是结构布局，搜集素材。这一步考察的就是我们平时的积累，不是一蹴而就，一天两天就能做好

的，所以平常要注意搜集一些素材，至于结构就是我们常说的五段三分式。第一段开头点明中心论点，中间

三段式三个分论点，分论点里面常用的结构就是：分论点+事实论据或理论论据+回扣分论点。最后一段是总

结，也就是升华论点。

第四步卷面整洁，规范书写。我们的字可以不够好，但是一定要给阅卷老师整齐的感觉，而且要保证卷

面的整洁。

这就是有关教师资格考试作文的一些技巧，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http://www.zgjsks.com/html/jsz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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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资笔试高分作文——名言警句素材!

1.“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礼记》

2.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陶行知

3.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陶行知

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

5.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李贽

6.儿童不是用规则可以教得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的。……习惯一旦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

很容易地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洛克

7.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化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

8.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

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陶行知

9.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马卡连柯

10.得不到别人的尊重的人，往往有最强烈的自尊心。——马卡连柯

11.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且是知识进化的源

泉。—爱因斯坦

12.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

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

13.精神的浩瀚，想象的活跃，心灵的勤奋，就是天才。——狄德罗

14.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播种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英国作家萨克雷

15.如用几句话来表达家庭教育学的全部精华，那就是要使我们的孩子成为坚定的人，能严格要求自己。——
苏霍姆林斯基

16.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

17.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苏霍姆林斯基

18.教之而不受，虽强告之无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纳也，今夫石田虽水润沃，其干可立待者，以其不纳故

也。——张载

19.教育中应该尽量鼓励个人发展的过程。应该引导儿童自己进行探讨，自己去推论。给他们讲的应该尽量少

些，而引导他们去发现的应该尽量多些。——斯宾塞

20.硬塞知识的办法经常引起人对书籍的厌恶;这样就无法使人得到合理的教育所培养的那种自学能力，反而

会使这种能力不断地退步。——斯宾塞

21.教育中要防止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将教与学的界限完全泯除，否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错误倾向；另一

种是只管教，不问学生兴趣，不注重学生所提出问题的错误倾向。前一种倾向必然是无计划，随着生活打滚；

后一种倾向必然把学生灌输成烧鸭。——陶行知

22.人像树木一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强都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上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

由。——陶行知

23.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达尔文

24.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交给学生。——陶行知

25.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乃是教学生学。——陶行知

26.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叶圣陶

27.教是为了不需要教。……就是说咱们当教师的人要引导他们，使他们能够自己学，自己学一辈子，学到老。

——叶圣陶

28.只有让学生不把全部时间都用在学习上，而留下许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他才能顺利地学习。这是教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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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苏霍姆林斯基

29.不能把小孩子的精神世界变成单纯学习知识。如果我们力求使儿童的全部精神力量都专注到功课上去，他

的生活就会变得不堪忍受。他不仅应该是一个学生，而且首先应该是一个有多方面兴趣、要求和愿望的人。

——苏霍姆林斯基

30.问题不在于教他各种学问，而在于培养他爱好学问的兴趣，而且在这种兴趣充分增长起来的时候，教他以

研究学问的方法。——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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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作文万能模板必看
作文万能开头

一.【重视师德】：但丁曾说:"道德可以弥补智慧的不足,而智慧却无法弥补道德的

不足。因此,对于一位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于是,那

位 坚 持 取 出 最 后 一 块 纱 布 的 护 士 遵 守 了 自

己的职业道德,那位坚持给一个学生上完了一节课的教师也遵守了教师的师德。那

么,我们如果能够做名教师,也必须遵守教师的职业道德,因为这是对真理的永恒追

求,对责任的永不言弃

二.【创新教育】：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随着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迅速崛起,创新及创新型教育已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

越来越多的人已充分认识到创新型教育对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意义，

如何实施和推进创新型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已成为每个教育工作者亟待解决的

课题

三.【重视差异】：缤纷成就和谐,试看暮春三月,鹅柳淡烟的嫩黄,映阶碧草的翠绿,

出墙红杏的艳红,卷云时舒的碧空,它们的颜色各不相同,但这又有何妨?“万紫千红

总是春”,本来万物都欣然生长的春日就不是由一种色彩来主幸的。不同的是表象,

和谐的是本质,缤纷成就的是多彩的世界,是真正意义的和谐。

四.【终身学习】：从少年、壮年到老年,每个阶段虽然学习的效果不同,但学习终

是不能放弃的事业。这是每个向上者的需要。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终身学习无疑

是教师自身素质提高的必要保证,更是能胜任教学任务的前提条件

陶行知先生在《教师自己主动进修》中指出:“有些人一做了教师,使专门教人而忘

记自己也是一个永久不会毕业的学生。因此很容易停止长进,甚而至于未老先衰。

只有好学,才是终身进步之保险,也就是常青不老之保证。”现在提倡教师应终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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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要经常性的充电,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

五.【关爱学生】：尔基曾经说过:“只有爰孩子的人,他才可以教育孩子。”师爰,

是教育的前高提和开始,是通往教育成功的桥梁,也是最基本的教育原则。“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

教育心理学家认为，师爱是教师的理智感，美感和道德感渠聚而成的一种高尚的

教育情操。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就是要以发自心灵深处对学生的爱，去挖掘

学生内在的积极因素，激发学生自我肯定的积极情感，并转化为学生自信.向上.

进取的动力，从而达到教人.育人的目的。

六.【欣赏学生】：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社

会环境、自身的心理素质和基础不同,每个学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每个班级

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学困生。学困生是班级的落伍者，做好他们的工作难度很

大,而且学困生常常屡教不改。学困生的转化工作是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只有全

体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才能使得全民放的素质得以提高。应如何赏识学困生呢?

七.【因材施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鸭子天生会游,一水下水便驾轻就熟。

兔子擅长短跑,松鼠擅长爬树,这是他们的特性所定。然而硬让他们去做自己不擅长

的事情,即便费尽心思,付出十足努力,收效也不会很大。这就像让农夫去造机器,让

教师去打针一样,即使努力,也必定弄出乱子,无法完成任务。

作文万能结尾

1、收尾原则:文章结尾切忌尾大不棹,一定要做到以下两点

(1)迅速收尾不废话 (2)点明主题要直接

2、写作逻辑:祈使句+感叹句/排比句

(1)祈使句的作用是概括和总结全文的论据和论点(总括分论点)

(2)感叹句/排比句的作用是点明主题,从面增加结尾的力度(点明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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