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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经研究，我认为作文即做人。也就是说，

有良好的人品才可能有良好的文品。

教会学生做人的重要途径就是让作文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学

生“说好话”—“做好事”—“做好人”—“作好文”。由于人与文有着互为表 

里、相互为用的关系，因而可以将作文与做人有机地融合，真正做到“以

作文促做人，以做人促作文”，从而实现作文水平与做人素质相互促进、

共同提高的目的。

教师节时，我建议孩子们给自己喜爱的老师写篇文章作为教师节的礼

物；当亲人过生日时，我建议孩子们给亲人写篇文章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

类似主题的每篇作文都是以文育人——因为个人的良好素养便是作文的良

好素材。

学书先宜养性，作文先学做人。首先，我领着学生以“做人重要品质”

为主题进行素材积累，表面看是为了解决“无米下锅”的问题，实际上是

在“以文育人”，培养做好人的素养。其次，我鼓励学生写好“我”“老师” 

“亲人”三个人，因为这是学生生活中须臾离不开的人物。再次，我引导

学生明确“人品”，通过几方面来体现“人品”，并指导学生通过几件事来

落实“人品”。这样就把作文这个复杂事情简单化了。

做好人才能作好文
曾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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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作文本身就是育人，育人本身也是一篇非常值得做的大作文。为了让

孩子做好人，我推荐他们阅读《感恩故事大全》《善良故事大全》《中国善

命制了很多题目，诸如“我的感恩行动”“把善良进行到底”“以助人为乐”

“爱心献他人”“传递爱心”“负起责任来”“善待他人，我一直很在意”“感

恩的心，我的心”等，都是在引导孩子做人。

作文与做人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我不敢说一个人文章写得好做

人就一定很好，但我可以说如果一个人做人很好，至少他已具备了写出好

文章的起码素质与基本前提。一般来说，我们从一个人的文章里，可以窥

见这个人的为人怎样，处世如何，因为好文章都是直接来源于作者的内心，

是作者真情的流露。要想作好“文”，就得先做好“人”，要通过不断提高

自己各方面的素质，努力做一个有主见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一个朴

实的人，一个高尚的人。让我们在作好文的同时，重新审视、净化一下自

己的灵魂，使自己更趋完美。

学作文，就是学积累，学思考，学表达；如何写好作文，就是学着怎

样积累良好人品，学着思考怎样把人做好，学着怎样表达思想和心声。

是为序。



曾宪一初中作文教程——中考满分作文必考主题与高分技巧

�
目录

 01-23
 02-10

11-13

14-23

24-50
25-31

32-42

43-50

51-57
52-57

58-73
59-63

64-69

70-73

第一章  写人

第一节  考什么样的作文题目

第二节  写好哪三个人

第三节  如何仿写、改写

第二章  立意

第四节  必须准备好哪几个主题

第五节  如何做主题素材积累

第六节  如何用点睛语句写出事理

第三章  情感

第七节  如何写出作文的真情实感

第四章  结构

第八节  如何开篇让人一见钟情

第九节  如何写好过渡、照应结构才严谨

第十节  如何写出深入的层次感



第五章  审题

第十一节  怎样从审题目到审题材

第十二节  佳事如何转化

第六章  记事

第十三节  如何判断事件的价值

第七章  描写

第十四节  如何做到有情节过程才感人 

第十五节  如何做到有细节描写才动人

第八章  语言

第十六节  如何让语言“靓”起来

附录一  老师是如何电脑阅卷的

附录二  中考作文命题趋势

附录三  2016年上海市中考成败作文

附录四  2017年上海市中考成败作文

附录五  2018年上海市中考成败作文

附录六  2019年上海市中考成败作文

后记

74-84
75-79

80-84

85-94
86-94

95-105
96-100

101-105

106-111
107-111

112-123

124-126

127-142

143-159

160-187

188-203

204-205

目录

�



曾宪一初中作文教程——中考满分作文必考主题与高分技巧

� 内容提要

《曾宪一初中作文教程——中考满分作文必考主题与高分技巧》从写

人、立意、情感、结构、审题、记事、描写和语言八大模块，条分缕析，

呈现给读者一套完整的中考作文满分“兵法”。

作为资深中考命题人和审题人，作者在书中穿插了《中考考什么样的

等精彩分析文章。

全书言简意赅，在书末附录中，还收录了一批中考成败作文，从两个

不同角度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提供生动的案例。



语文分数决定着中考命运。

作文分数决定着语文学科的命运：高于52 分（满分 60 分），市重点就相对稳定了；低 于 50 分， 市 重 点 就 危 险 了； 低 于 47 分，区重点就危险了；低于 44 分，考普通高中就危险了。

因此，我们定的作文分数目标是等于或高于 52 分。要考好语文，不爱作文，还能爱谁呢？ 

中考作文考的就是“记事写人”的记叙文。

 

第一章  

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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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近年的上海中考作文考题：

2019 年“这事真带劲”；

2018 年“真的不容易”；

2017 年“就这样，埋下一颗种子”；

2016 年“没想到，真没想到”；

2015 年“不止一次，我努力尝试”；

2014 年“这里也有乐趣”；

2013 年“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

2012 年“心里美滋滋的”；

2011 年“悄悄地提醒”；

2010 年“黑板上的记忆”；

2009 年“在学海中游泳”；

2008 年“我眼中的色彩”；

2007 年“记住这一天”

……

纵观上述题目，从九个角度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从作文题型角度来看：考全命题，不考半命题。

就是给了一个固定的标题，保证大家在做同一个题目，这样才公正、公 

平。不同的题目是没有可比性的，严格地讲也不能用同一个评价标准批阅。

作文题没有提示性语言。

半命题作文的先天不足有哪些？即为什么不考半命题作文的理由。

近 16 年只有 2006 年考的是半命题作文（“我们的名字叫 ______”），结

第一节  
考什么样的作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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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考什么样的作文题目

果学生填入半命题的词语或短语千差万别，相当于有上千个不同的题目，阅卷

时不可能每类题目都有相应的作文阅卷标准，阅卷较为困难，不少阅卷老师

到阅卷结束时还不知作文阅卷的具体标准，事实上当年考生的好作文也很少。

半命题利于套作，不利于杜绝宿构，甚至有的半命题等于没题目。

2.      从评价指南和教学大纲要求的角度来看：考记叙文，不考说

明文和议论文。

具体来讲，考的是记事写人的记叙文，即不考写景抒情的散文。以近 10

年的题目为例，都不适合写议论文和说明文，只适合写记叙文。

例如，某区二模的作文题目是“你了解它（他、她）吗”。一看这个作文

题目就不是写记叙文的，应该是说明文的题目；题目中有“吗”也可能是议

论文的题目，如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3.      从标题字数的角度来看：考多于等于 5 个字的，不考字数较

少的。

趋势：字数可能会更多，为什么？

以往的高考题考过 1~3 个字的，是主题词或话题词，如“杂”“忙”“他 

们”，主题或话题严格地讲还不是具体题目，考生立意时还可以有很多角度，

只要和主题词或话题词相关即可。字数较多的题目往往有限制，保证大家在

做同一个题目，有利于统一阅卷标准，有利于选拔人才。

标题中的标点符号也算字数。要特别注意标点符号中的引号，如“天冷 

了，多穿点儿！”此处引号的作用是引用，必须是谁对谁亲口说的一句话；

再如“妈妈，我爱你！”这个标题，有的考生先写了妈妈如何爱“我”的两件事，

最后写道：妈妈如此爱我，我在心里想对妈妈说：“妈妈，我爱你！”。这篇

文章不能及格，因为他把题目改成了“妈妈，你爱我！”的内容，犯了文不

对题的错误，而该题目要求学生必须写我爱妈妈的两件事来证明我爱妈妈。

4.    从写谁的角度来看：考“我”，不考“我们”。

基本不写“大我”——“我们”，以近 14 年的题目为例，都要求明写或

暗写“小我”：

“这里也有乐趣”写谁感觉到的“乐趣”，理应是“我”；“今天，我想说

说心里话”标题中有“我”；谁“心里美滋滋的”？应该是“我”；谁“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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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醒”？虽然可以写别人悄悄地提醒“我”，但“我”提醒别人价值更大；

谁的“黑板上的记忆”？就应该是“我”；谁“在学海中游泳”？显然是“我”；

“我眼中的色彩”标题中有“我”……

只有 2006 年要求写“大我”——“我们”，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们”

不会有一个名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名字。编《优秀作文选》时根本没有

好文章，因为“大我”不符合学生现状，大多数孩子为独生子女，他们没有

体验到“合作和集体精神”，而“大我”必须写出“合作和集体精神”。

那么，“小我”如何变成“大我”呢？加个人物即可，因为“我们”是 

“我”的复数。如“体贴入微”，本来只写“我”体贴入微地关爱妈妈，现在

再加一个爸爸就可以了，因为本身爸爸就对妈妈体贴入微。

5.     从题面表述的角度来看：考正面的，不考反面表述的。

即不出现否定词——没有、不、未等字样。

如某区某年小升初第一次测试作文题是“小事不小”，严格地讲该题目含

有否定词“不”，从反面增加了审题障碍，建议改为“一件意义很大的小事”，

因为中考作文题目是按照毕业考试要求设计的，规定完成时间为 40 分钟，不

应给考生在审题上设置较大障碍。

6.      从核心词（关键词）的语义角度来看：考明确易懂的，不考

晦涩难懂的。

不要那么多的象征义、比喻义、引申义。为了防止撞车，更不能与近几年

中考考过的作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核心词）重复。以近几年中考作文题目为例：

“这里也有乐趣”的核心词是“乐趣”，再缩小就是“趣”；“今天，我想

说说心里话”的核心词是“心里话”；“心里美滋滋的”的核心词是“美”；“悄

悄地提醒”的核心词是“提醒”；“黑板上的记忆”的核心词是“记忆”；“在

学海中游泳”的核心词是“学”；“我眼中的色彩”的核心词是“色彩”…… 

反例：如“身边的风景”，这里的“风景”显然不是自然风景，但是什

么其他风景呢？具体又是什么人文风景呢？考生一时难以把握。“路上的发

现”这个题目根本没说完，等于是半命题，发现了什么？什么路上？都不明 

确，考生搞半天还是未能审好题立好意。

7.     从时间角度来看：考最短一天，不考瞬间。

看看近 10 年上海中考作文题的时间，最短是“一天”，为什么？因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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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考什么样的作文题目

调过程，即事件必须有情节，即“起因—经过—结局”或“发生—发展—高潮—

结局”。有情节过程才能感人，没有过程的结局是没有说服力的。

反例：如“成长，是瞬间的事”“那一刻，我长大了”，这都是伪命题，

与客观实际不符，实际上学生在作文过程中也不可能用几百字真正写好瞬间。

8.    从命题的真伪性来看：考真命题，不考伪命题。

伪命题就是不合实际逼着学生说假话的题目。如“充满活力的岁月”，让

15 岁的孩子写“岁月”，本身就荒唐，没有几十年何谈“岁月”？一直充满活 

力，怎么可能？“幸福，就在那一刻绽放”也是明显的假话，词语本身搭配不 

当，句子不通，比喻的话也应是“幸福之花”，让九年级孩子写“幸福”就是

逼着考生矫情——应试情况下，九年级的孩子幸福在哪里？初三的孩子能真

正理解幸福吗？还要像花一样绽放，花是怎样绽放的呢？

9.     从“以文育人”角度来看，考正能量，不考负能量。

每个作文题目都有引导做人方向的命题意图，要注重正能量的以文育人，

绝不能有负能量。

写作基本功主要指的是：记事选材的基本功和人品立意的基本功。

“以文育人”就是通过写这篇文章引导考生做怎样的人。如 2019 年“这

事真带劲”引导考生发现事中给人的正能量；2018 年“真的不容易”引

导考生体会做事的难处；2017 年“就这样，埋下一颗种子”引导考生注

重“根”的思考；2016 年“没想到，真没想到”引导考生写出“出人意

料，情理之中”的事；2015 年“不止一次，我努力尝试”，引导考生努力

尝 试 做 事， 成 为 一 个“ 努 力 ” 的 人；2014 年“ 这 里 也 有 乐 趣 ”， 引 导 考

生 感 受 生 活 中 表 面 看 似 没 有 乐 趣 的 内 在“ 乐 趣 ”；2013 年“ 今 天， 我 想

说说心里话”，引导考生说出心里话，做个说真话的诚实的人；2012 年 

“心里美滋滋的”，引导考生做个心灵美的人，享受快乐因子；2011 年“悄悄

地提醒”，引导考生做个“为他人着想，保护他人的自尊心，给别人面子”的 

人；2010 年“黑板上的记忆”，引导考生做个感恩老师的人；2009 年“在学

海中游泳”，引导考生享受学习过程，做个爱学习的人；2008 年“我眼中的色

彩”，引导考生发现美，尤其是精神品质的美等等。

因此，上海中考考的是全命题的作文题目，考生在备考时要多做全命题的

记叙类题目，即使是全命题之外的其他类型题目，最后也都能转化成全命题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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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1. 题目：我和我的 _______

不大可能，因为它是半命题。改为“我追求的品质”可能成为上海中考

的作文题目。

2. 题目：另一种芬芳

不大可能，因为“另一种”指向不明，明显绕弯子，有故弄玄虚的嫌疑，

“芬芳”也不明确易懂，这是典型的作文竞赛题目。改为“爱心的芬芳”则可

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3. 题目：身边的 _______ 

不大可能，因为它是半命题。改为“身边的好人”则可能成为上海中考

的作文题目。

4. 题目：点亮心灯的老师

不大可能，因为“点亮心灯”的比喻义不明确，审题要求过高，且对老

师这个人物的本领要求也过高。改为“我佩服的好老师”则可能成为上海中

考的作文题目。

5. 题目：我的舞台

不大可能，因为“舞台”的比喻义难以理解，如果给“舞台”一个解释

性文字，则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6. 题目：生活纪实

不大可能，“纪实”会产生审题障碍。对时间段没有限制，纪实指向不明，

考生一时会不知写什么，题目太大、太宽泛，看似放开了，实际反而让考生

下面是某年上海市及部分区县二模作文题，请问下列题目成为上海中

考作文题目的可能性大吗？写出理由。如果认为不太可能的话，请把它加

以改造，使之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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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考什么样的作文题目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改为“生活中的感动”则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7. 题目：美好的记忆

不大可能，因为与“黑板上的记忆”的关键词“记忆”相同，为了避免“撞

车”，不可能再出此类题目。

8. 题目：唱好自己的那首歌

（提示：人生是一首动人的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旋律。站在人生

的舞台上，哪怕是无人关注的角落，也要尽力唱好自己的歌。开开心心地唱、

自信大胆地唱，即便这舞台很空旷，总有一天，会看到挥舞的荧光棒……）

不大可能，因为它与 2003 年“我想唱首歌”相似，有“撞车”嫌疑。

2003 年是升学考，不是现在的“毕业考”+“升学考”=“两考并一考”；“歌”

的比喻义较难理解，用于竞赛题目较好。改为“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则可能

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9. 题目：这里是 _______的舞台（提示：生活中，每个人都有

属于自己的舞台。）

不大可能，因为它是半命题，改为“在自信中展现自我”则可能成为上

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10. 题目：你真的理解他（她 / 它）吗？

不大可能，因为这明显是说明文的标题，难以写成记叙文。他（她 / 它）

指向也不明，给考生造成审题障碍。改为“我比以前懂道理了”则可能成为

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11. 题目：春自冬来

不大可能，因为题目蕴含的哲理会给考生造成审题障碍，不是大多数考

生都能读得懂的题目，适宜于作文竞赛用，不适合做中考的作文题目。改为“苦

尽甜来”则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12. 题目：记忆深处的那堂课

不大可能，因为题目中的关键词“记忆”与 2010 年上海中考作文题“黑

板上的记忆”的关键词“记忆”重复。

13. 题目：再见 _______

不大可能，因为它是半命题，“再见”这个词容易产生歧义，不如改成 

“别了”，如“别了，初中”则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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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题目：再一次 _______

不大可能，因为它是半命题，“再一次”是指第二次或第三次（或更多次），

其指代也不明确，与之相搭配的词语也很难找到，给考生造成审题障碍。改

为“反复实践的收获”则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15. 题目：醒悟

不大可能，因为它的字数少于四个，“醒悟”一词本身有点沉重，不如“觉

悟”“感悟”有正能量。改为“感悟学习的意义”则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

文题目。

16. 题目：我们奔跑着

不大可能，因为“我们”系“大我”，不是写“小我”；“奔跑着”指向不

明，引申义也难以理解。改为“我朝着目标努力”则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

作文题目。

17. 题目：从那一刻开始

不大可能，因为该标题根本没有表达完整，属于“没头没脑”；“那一刻”

是瞬间，也无实际意义。

18. 题目：舍不得

不大可能，因为题目中含有否定词“不”，中考作文题一般不从反面命题，

以免造成审题障碍。改为“细微之处见深情”则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

题目。

19. 题目：成长，有时只是瞬间的事

不大可能，因为这是个伪命题，成长绝不是瞬间的事。“瞬间”因无法 

“落地”而无实际意义。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区县模拟卷的作文题目不大

可能成为上海中考作文题目。当然，上海中考命题组也会刻意回避各区县的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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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考什么样的作文题目

练习

下面是某年上海市和各区县二模作文题，请判断下列题目能否成为上

海中考的作文题，并写出理由。如果不能，请把它改成适用于上海中考的

作文题目。

1. 题目：与   一起成长

2. 题目：那一次，我真的很棒！

3. 题目：捧着一颗心来

4. 题目：从此，我懂了

5. 题目：唱响心里的那首歌

6. 题目：豁然开朗

 提示：“豁然开朗”出自《桃花源记》，现在常常用来比喻突然领 

悟、明白了一个道理。

7. 题目：初三“变奏曲”

8. 题目：路上的发现

9. 题目：心里满满的

10. 题目：这一刻，永记心头

11. 题目：今天，如果没有你

12. 题目：温暖的记忆

13. 题目：这真是一种享受

14. 题目：我们在一起

15. 题目：亲情是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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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答 案

1.  不太可能，分析：半命题，改为“与善良一起成长”才有可能成为上海中考

的作文题目。

2.  不太可能，分析：“那一次”纯属多余，无实际意义；“我真的很棒”与 2002

年的上海中考题“为自己竖大拇指”语义雷同。改为“做最棒的自己”则有

可能成为上海中考的作文题目。

3.  有可能，分析：可以写“我”，也可以写“他人”；“心”可以是“爱心”“助

人为乐之心”“感恩之心”，整个题目表达的意思是“爱心献他人”。

4.  不太可能，这显然是个未完待续的半命题，“从此”也纯属多余，建议改为“我

懂了感恩”。

5.  不太可能，核心词与 2003 年的“我想唱首歌”的核心词“唱歌”重复。

6.  不太可能，因为这是瞬间的事，不如变成“我比以前懂道理了”更明白易懂。

7.  不可能，“变奏曲”本身晦涩难懂，纠结在初三这个阶段也无多大实际意义。

8.  不太可能，“路上”指向不明，“发现”了什么也不清楚，有些令人费解，给

审题增添了不小的障碍。

9.  有可能，开放度够大，只是指向再明确些会更好，如“心里收获满满的”。

10.  不可能，整体意思与 2010 年“黑板上的记忆”的核心词“记忆”重复，“这

一刻”属于瞬间，一般不考。

11.  不太可能，“你”指向不明，话也没说完，有点没头没脑。

12.   不可能，整体意思与 2010 年“黑板上的记忆”的核心词“记忆”重复。

13.  不太可能，“享受”这个词的指向不明。

14.  不可能，一般不考“大我”的“我们”。

15.  不太可能，“亲情”这个写作范围较好，歌颂亲情的美好。只是“歌”的说

法还是与 2003 年有重复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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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写好哪三个人

1    老师——最好是初中老师

“这里也有乐趣”，可以写在老师的引导下发现了学习的乐趣；

“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可以写我对老师说说心里话；

“心里美滋滋的”，可以写老师夸奖我，我心里美滋滋的；

“

“黑板上的记忆”，一看题目就知道一定要写到老师；

“在学海中游泳”，此题目必须写到跟着老师学习了什么；

“我眼中的色彩”，写老师的爱心或奉献精神是很好的“色彩”；

“记住这一天”，完全可以写这一天和老师在一起所发生的感人事件；

“我们的名字叫   ”，直接填入老师，是个比喻的说法，可以写我们

当“小老师”教育了他人什么；

“充满活力的岁月”，老师是我活力岁月的重要相关人物；

“我的视线”，可以写关注的是老师；

“我想唱首歌”，可以直接写我想唱一首赞美老师的歌；

“为自己竖大拇指”，可以写老师为我竖起大拇指，随后我也为自己竖起

大拇指；

“有家真好”，这个家可以理解为班集体，老师是家长，当然也可以写父

母是老师，我体会到“有家真好”。

 中考评价指南和教学大纲都要求主要考记事写人的记叙文，

既然是通过“事”来写“人”，可见最终还是写人，那就一定要

写好三个人。

第二节  
写好哪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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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亲人——主要包括六个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这里也有乐趣”，可以写在与亲人在一起互动中发现了“乐趣”；

“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可以写我对亲人说说心里话；

“心里美滋滋的”，可以写亲人夸奖我，我心里美滋滋的；

“

“黑板上的记忆”，记住了老师以前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关爱亲人”；

“在学海中游泳”，此题目可以写跟着亲人学习了什么；

“我眼中的色彩”，写亲人的体贴、呵护或奉献精神是很好的“色彩”；

“记住这一天”，完全可以写这一天和亲人间发生的感人事件；

“我们的名字叫   ”，直接填入亲人，是个比喻的说法，可以写“我们”

之间的深厚情感；

“充满活力的岁月”，亲人是我活力岁月的重要相关人物；

“我的视线”，可以写关注的就是某个亲人；

“我想唱首歌”，可以直接写我想唱一首赞美亲人的歌；

“为自己竖大拇指”，可以写亲人为我竖起大拇指，随后我也为自己竖起

大拇指；

“有家真好”，一看就知道是写亲人的。

3    “我”——自己——“小我”

近年中考作文题，几乎都是写“小我”，即使是写“大我”的“我们的名

字叫   ”，也必须写我是怎样和别人合作的事件。

写好“小我”才会写出真情实感。而“真情实感”是记叙文评价标准中

最重要的项目之一。

请考生切记：文中必有“我”，即使是完全可以写别人的文章，也要写出

我和别人的交往，即别人也要和自己有一定的相关性，这样的文章才有真实 

感、亲切感。

关于老师和亲人的文章，只要写好一篇达到一等文的即可；关于写自己

的至少要写好两篇达到一等文的文章，剩下就是考场上的灵活运用了。

因为学以致用是学习的真正目的，对于作文来说也是如此，就是把自己

平时写得最好的事件想办法机智地活用在考试时的作文题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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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写好哪三个人

练习

请判断下列题目可否写“我”“老师”“亲人”，试做简要分析。

1. 体贴入微

2. 阳光照在心坎里

3. 经历就是财富

提示： 生活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经历，如校园中寻求知识、家庭中感受

亲情、社会中奉献真爱等。经历，可以使我们的大脑更加睿智；经

历，可以使我们的情感更加丰富；经历，可以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 

阔……因此，有人说经历就是一种财富。

4. 学海拾贝

5. 感恩之心高擎

6. 那天，我做了该做的事

7. 我收获了献爱心的快乐

8. 暗中助人

9. 因为可爱我才美丽

10. 小小的一步，大大的进步

1.  可以写我：我体贴老师，我体贴亲人；当然也可以写老师和亲人：写老师或

亲人体贴入微地关爱我。

2. 老师和亲人对我的关爱呵护温暖了我的心。

3. 小我为主，可以写个人的经历，也可以写和老师、亲人交往的经历。

4. 小我为主，可以写我向老师或亲人学到了做人的某种精神品质。

5. 三个人都可以写，我感恩老师和亲人，老师和亲人感恩长辈或他人。

6. 写小我，可以涉及老师和亲人。

7. 写小我，可以涉及老师和亲人。

8. 三个人都可以写，我暗中助老师、亲人、他人，老师和亲人暗中助我或他人。

9. 写小我，可以涉及老师和亲人。

10. 小我为主，可以涉及老师和亲人。

参 考 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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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黑衬衫的数学老师

易蓉

光彩夺目的教室门口，常常站着一个皮肤白净一身黑衣的男子。听说，那是

帅哥美女班的数学老师，那真是王中之王呀。听说，他大学一毕业就带高三，犹

如英国王子上前线。听说，他很棒、很棒。

高二的暑假，我们按加试科目分了班。我被分进了一个由半个物理班和半个

第三节  
如何仿写、改写

如何仿写、改写？以写老师为例：其一，必须明确写老师的哪种精神

品质；其二，必须明确从哪几方面写老师；其三，用哪些具体的事来写这

几方面，突出老师的哪种精神品质。

老师的品质：奉献 + 爱心 + 自信心传递等。

哪几方面：教学成就 + 课堂教学 + 对待学生 + 学生评价等。

几件事：可以是一波三折的一件事，也可以详细地写两件事或多件事，

还可以事里套事。事件多时要注意详略得当。只写一件让阅卷老师看了开

头就知道结尾的简单事件的考生，大都是阅读量小、眼界不够开阔的学生。

指导学生创造性仿写、改写案例

【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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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如何仿写、改写

政治班组成的班级。校领导为了补偿我们的不完整，特地安排了各个科目的优秀

教师来特别照顾。我们班的数学老师，就是那个黑衬衫的 C。

我的高三，除了有点犯困之外，半点灰色都没有。每天的数学课、数学自习、

数学午休，总之，一切可以见到 C 老师的时间，成了我们“痛，并快乐着”的非

常时光。

其实，上 C 老师的数学课，我会紧张到双手冰冷，甚至发抖。但是，我喜欢

上数学课，非常喜欢。C 老师的数学课节奏非常快，快到大家都是屏着呼吸记

笔记，没有一秒钟开小差的机会。他总是风趣幽默，思路清楚。记忆中，自己经

常前一分钟笑到肚子疼，后一分钟继续发抖记笔记。我的数学笔记，是两本厚厚的、

好看的本子，用专门的黑色圆珠笔写下公式和概念，用蓝色笔记例子，用铅笔

画图，用紫色记重点，用红色标注，用荧光色……那些笔记现在还留着，感觉不

仅是数学宝典，更像记录闺中心思的日记本。记得好友 Heidi 的黑色活页笔记里

还写着 C 老师讲的笑话，笑话旁边，还有个“哈哈”。

数学对于 C 老师，更像玩具和游戏。他是主持游戏、操纵规则的大孩子，我

们是行走于他巧妙布局的迷宫中的小孩子——虽然屡屡碰壁，却乐此不疲。

最后的模拟考前一个礼拜，C 老师因为是“身强力壮”的优秀青年教师，所

以献血去了。献血之后，可以休息一个礼拜。于是，我们的数学课就“自习”

了一周。没有 C 老师的数学课，对于我来说根本索然无味，所以一个礼拜，我没

有碰数学。模拟考，我“阵亡”了，惨不忍睹。

C 老师回来以后，我跑去他的办公室里排山倒海地哭了一场。虽然他一直以

为我是对自己的成绩绝望了才会大哭，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反而是觉得他会对我

从此绝望，只是觉得辜负了他，辜负了喜欢的数学才会那样大哭的。那天，同桌

还以为我被 C 老师骂了，我揉揉眼睛回答：“他身上的烟味好重，我要晕了。”也

是那天，我红肿着眼睛笑着拍了毕业照。

一个雨天，和男友撑伞走在路上，他太高，雨飘到了我的脸上。忽然想起高

中某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在学校附近，看到了熟悉的黑衬衫，正为女友撑伞，

他太高，就躬着背，搂着她，整把伞都在她的头上，那黑衬衫，几乎全湿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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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红灯，我就站在他们身后，看着那件衬衫，呆了。

读大学，恋爱，毕业，工作，C 老师和高中那段快乐的记忆渐渐沉入心底。

要不是那天，Heidi 发给我一个链接，C 老师也许就像许多青春故事那样，被城市

里的黑云尘封了。感谢网络，那个链接竟然有一个“我爱 C 老师”的帖子。一个

毕业多年的校友，号称自己高中时就迷恋上 C 老师，至今无法忘怀，甚至亲吻男

友时都会浮现 C 老师的“俊容”。此帖一出，立即引来无数 C 老师的粉丝，甚至

接二连三出现了“我是学姐”“我也是学姐”的暗恋姑娘们，热火朝天地讨论 C

老师还是否单身……

一个好老师留给我的青春记忆，不仅是一种喜爱，那随时能够被点燃，从心

底冒出的乐歪歪的泡泡；而且是，如何用有光彩的生命，去一下子照亮一种工作，

一种职业，甚至照亮其他人的命运。

——选自 2007 年 3 月 30 日《文汇报》

简析：�从外貌描写——教学成就——课堂教学的总感受——课堂教学注重记笔

记——奉献精神的最大体现“献血”——对待考试失败的“我”——呵

护女友——网上帖子的评价。

总结：  侧面和正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结尾升华主题、深化中心，写出了老师的

作用——照亮学生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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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过我的一位好老师

周志莲

时间如小河的水，带着悠悠笑声流去。岁月匆匆，无法冲淡的是我对 X 老

师的感情。

我才进中学不久，就听说了 X 老师的厉害。据说那一年中考，他带的一个班级，

所有人都考上了市重点。他，是我们学校的神话吧。

升初一那年，X 老师居然成了我班的数学老师。还记得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

我坐在座位上抬头打量着他，他的个子并不高，皮肤黝黑，鼻梁上架着一副深

黑色眼镜，俨然是一个小老头。只见他眉头紧蹙，透露着几许严厉。我暗自猜测，

他，应该是十分严格的吧。可往后听到的那些“X 老师和我们班男生在打篮球哎 !”

“X 老师今天早上碰到我，一起吃的早饭哎 !”如此等等的话语改变了我对 X 老师

的看法，他，是一位和蔼友好的老师吧。

初一下半学期的数学涉及几何运算，而身为女生的我却对几何一点也不“感

冒”。然而，上 X 老师的课，我还是会紧张到双手冰冷，甚至发抖。X 老师的数

学课节奏非常快，快到大家都是屏着呼吸做笔记，没有一秒钟开小差的机会。

一次，我因为发烧而落下了一天的课，没想到第二天中午，X 老师不仅把我叫到

办公室补习，还把自己的备课本借给我记笔记。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老师吧。

他的备课本，是厚厚的、好看的本子，用专门的黑色水笔写下公式和概念，蓝色

水笔记例子，铅笔画图，用红色标注……感觉它不仅是一本备课本，更像是一本

数学宝典。记得那天一放学，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

一直用这种方式记笔记。

初二的那次月考，一向数学成绩优异的我考得并不理想，理所当然的，X 老

师把我“请”到了办公室。当我脚步沉重地走到办公室门口时，看见他正在那儿

【仿写、改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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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箱倒柜。只见他努力踮起脚尖，一只手托在胸前，另一只手好像正从柜子里掏

出了什么东西。我走近前去，令我惊讶的是，那竟然是包薯片。再看他的怀中，

满满的都是。他腾出一只手，将呆住的我拉到沙发旁，再将怀中的零食堆在茶几上。

“小 Z，化悲愤为食欲吧。一次悲愤就够了，老师可没那么多薯片噢。”我心中的

石头似乎落地了，朝他投去感激的一眼，便吃起了薯片……他看似玩笑的一句话，

却激励着我不要轻言放弃，相信自己。他，是一位传递自信心的老师吧。

我现在终于懂得 X 老师的厉害了，是“收买人心”啦。尽管 X 老师今年调

离了我校，而我却一直惦念着他。惦念他如同朋友般的友好，惦念他如同父亲般

的关心。

将本文与上一篇文章做思维对比，可以提炼出仿写、改写的方法：

外貌描写：运用了逆向思维——反弹琵琶成新曲。由原文的“酷、帅”——

改文的“平常”，内在品质的平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教学成就：运用了顺向思维—— 一江春水向东流。由原文的“一毕业教毕

业班”——改文的“全班都考上了市重点高中”，成绩斐然；

课堂教学：运用了追根溯源（换位思考）法，由原文“学生用多种颜色笔

做笔记，注重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教育”——改文的“老师工夫花在备课上的多

种颜色笔写的备课笔记本”，也是由果寻因法；

善待学生：运用了添加情节法——添加的情节是详写“老师给我吃薯片”，

这就体现了教师智慧——学生考试不如意时本来就不开心，此时的教师不应该

再批评学生，应为学生着想加以鼓励，善待考试失利的学生——给学生吃薯片

【提炼仿写、改写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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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善待学生的创举，有心的孩子下次再考不好从内心就会感觉对不起老师，以

情育人。

这篇文章的修改建议：开头结尾只是写思念的情感，显得空泛，建议首段的

尾句改写成交代中心——X 老师是个平易近人、善待学生、传递学习自信心、有

教育智慧的、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尾段呼应开头，再具体写出好老师的作用、

好处。

其实，把老师写得多么好都不过分，但把老师写得不好（丑化）就是不近情

理了，就太过分了。当看到学生写老师好时，老师们都会喜滋滋的，都会带着愉

悦的心情欣赏考场作文的。

1. 请判断下面一篇文章用了什么仿写、改写的方法，写出对该文的修改建议。

教过我的一位好老师

刘珺琳

“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X 老师的音容笑貌深深镌刻在我的记

忆里。这位教过我的好老师，留给我许多美好的青春记忆，教我知识，教我做人。

无论何时、何地，遇见校友，一提起 X 老师的名字，人人都崇拜敬仰他，对

他赞不绝口：“初三最厉害的班主任啊，他班级进四大名校的学生最多了！”他

的每一句经典语录都被整理收录，人人对此津津乐道。X 老师上数学课，什么书

都不带，成竹在胸。他上课写板书时左手只要空着，就一定插在口袋里，帅得不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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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脸却总是板着，眼神清明，透着几分犀利，好似我们的一切小动作都无所

遁形。“记什么笔记？你记完就认识、会做这道题了？”X 老师面无表情地说，却

惹得我们低声笑起来。“看到一个圆就加弦心距，两个就联结两圆交点；相似不

是找边就是找角”。X 老师一语中的，“解数学题按格式来没什么难的嘛。”满座默叹，

以为妙绝。

我们就这样，慢慢顺着他粉笔铺下的路，汲取着知识养分，惊叹着：数学原

来还可以这么学。我们行走于他巧妙布局的迷宫里，从此，乐此不疲。老师无私

的爱，体现在他将知识倾囊相授。

X 老师的教学方法堪称一流，对此暂且不谈，这位教过我的好老师，还不断

地点拨着我做人的技巧。

初三时我作为班长，工作虽不如以前那般琐碎，但因学习才是第一要务，我

总抗拒着完成班委工作。X 老师发现了我的懈怠，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锐利而

又直接地说道：“你的表现并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初三的班长纯粹是为人民服务

的，不是一个荣誉。”他顿了顿，短短几秒，我却觉得度日如年，“要是你就这样

怠慢工作，那不做也罢。”

X 老师严厉的一席话，似一支利箭插入我心口。看着副班长出黑板报、劳动

委员检查教室卫生任劳任怨的背影，我自责又懊悔。我慢慢抛开初三只能一门心

思学习的成见，融入工作、融入集体。每每看到老师严肃的表情下一闪而过的欣慰，

我满足极了。

午休时， X 老师正为我答疑，一旁同学的交流声钻进耳朵：“这么一比较，

我们班的班长真好啊！”哦，那是我的同班同学小 A 的声音。“这就是对你的奖励 

啊！”X 老师对我笑了笑。

X 老师时刻关怀着我，用看似严厉的方式默默地教诲着我。一股感动的清泉

涌入我的心中，泛起阵阵涟漪。老师无私的爱，体现在教会了他的学生什么叫作

奉献。

师者，所以点拨引导开窍也。也许，不只是这样吧。一个好的老师善于给予

学生启示，将自己最优秀的品质——自信、乐于奉献，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给学生，

这一把奉献的火炬便如此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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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爱，是如此的无私。“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轻盈数行字，浓抹一生人。”

教过我的 X 老师，是当之无愧的好老师——用自己生命的烛火，诠释发扬着一种

职业精神，更为他人的人生路擎灯领航！

2.请参照下面这篇文章的思路，仿写、改写成自己的一篇文章。

我的老师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做好国民的意思。”

没错，一个老师，传授学生知识是他的本分，但更重要的是，他要教会学生怎样

做人。A 老师教会了我宽容和谦虚。

有一次，一个同学走路急急忙忙，一不小心撞上了迎面走来的 A 老师。只听“哐

当”一声，A 老师的眼镜重重地掉落在地上，摔得粉碎。那个同学脸涨得通红，

半天才挤出一句话：“老师，对不起，这眼镜多少钱啊？我赔。”我们都以为 A 老

师一定会大发雷霆，没想到 A 老师只是弯下腰，将碎片拾了起来，握在手里。随

后，他淡淡地对那个同学说道：“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我不会怪你，你不用赔

钱。可是你以后一定要记住，走路要小心啊。”那一整天 A 老师批作业都特别辛苦，

一个大字他都要眯着眼睛，脸几乎凑到本子上才能认清。那个同学后来又找了 A

老师，并道了歉。A 老师听了，微微一笑，说道：“对人是要宽容一点的，何况

你们都是孩子啊。”原本在我心目中十分严肃的 A 老师，原来也是那么的和蔼可 

亲啊。

【点评】这个同学要给老师去配眼镜或赔钱，老师坚决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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