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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的作文教学方式，对一般的小学生来说比较单一乏味，无法吸引集中力较弱的

学生投入学习。我们尝试探究一种新的作文教学方式—“录像模拟教学法”，模拟看图

作文中的情境，使学生在写作之前对图片的链接、故事的脉络以及人物的形象等有比较

深刻的印象，从而做到意在笔先，给学生一种着笔的依托，使其在表达时言之有序，并

言之有物。本文主要是测试“录像模拟教学法”是否能提高小学生的看图作文能力。测

试结果显示，通过录像法教学，学生整体的看图作文水平有了提高，特别是原本基础较

差的学生，经过了录像法教学，看图作文水平进步明显，从原本的空无一物，到如今有

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可谓是质的飞跃。录像注重故事的连续性，注重人物的语言，表情

和心理的外露，学生写作的内容增强，能言之有物，尤其适合写作能力弱的学生。 

关键词：看图作文、录像、模拟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2 

一 写在前面的话 

 

目前来说，新加坡传统作文教学方式，对一般的小学生来说比较单一乏味，无法吸

引集中力较弱的学生投入学习，所以我们尝试探究一种新的作文教学方式，模拟看图作

文中的情境，使学生在写作之前对图片的链接、故事的脉络以及人物的形象等有比较深

刻的印象，从而做到意在笔先，给学生一种着笔的依托，使其在表达时言之有序，并言

之有物。 

 

 

二 小学生作文特点 

 

目前，新加坡教育部是通过“命题作文”和“看图作文”这两种方式来测试小学生

的华文写作能力，而其中绝大部分的小学生都会选择“看图作文”，这是小学生选择作

文“题型”的特点。 

这可以理解，“看图作文”有图可看，更直观一些，形象一些。而事实上，“看图作

文”也是小学生迈向“命题作文”的一个步骤和基础，“看图作文”教会了小学生习作

的思维过程和大致框架。 

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孩子的阅读学习过程： 

 

看图    看图和看文字    看文字 

 

这样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还原出小学生为什么更愿意选择“看图作文”。“看图作文”

会使小学生写作文有依托，就好像孩子进入阅读的第二过程时，既不满足于只看图，但

在看文字时又需要看图来辅助一样。 

所以，训练好“看图作文”能力，是小学生作文教学的重要阶段。“看图作文”写

好了，六年级的会考则能轻松过关，对中学阶段的“命题作文”也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三 看图作文教学研究 

 

传统的看图作文训练方式一般都是采用课外书籍辅助法，以及历届考试图片分析法

两种方式。 

 

看图作文训练方式 

↙    ↘ 
课外书籍辅助法         历届考试图片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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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小学生看图作文训练的重要方法，但是这样的教学方式对一般的学生来说

比较乏味，老师分析完后，学生们按部就班地进行写作练习，缺乏新意，缺乏趣味。 

正是由于这种教学方式对一般学生来说枯燥乏味，因此自然提不起学生的写作兴

趣，虽然老师会对每一篇文章批改讲评，但很多时候，学生们并不能完全领会老师评语

的意图，写完一篇就扔一篇，同样的毛病下一次又会再犯，循环往复，一次次地重复同

样的怪圈而无法突围。久而久之，学生们就会对写作失去兴趣，甚至产生畏惧。 

 

 

四 总结教学经验，捕捉作文“试”点 

 

我们回顾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了几千篇学生的“看图作文”，其“屡教屡犯”的

毛病主要表现为： 

 

故事没有起承转合，连贯性差，前后不搭 

人物描写是静止的，毫无表情，没有语言和心理 

缺乏合理的想象，就图说图，如同说明书 

文字平淡，没有写作技巧 

 

那么如何提高小学生“看图作文”的能力，逐步改变目前这些小学生常犯的写作“毛

病”呢？我们的研究探索由此开始。 

首先，研究的“切入点”要适当，最好能够“立竿见影”，能够解决目前小学生写

作的实际困难，所以第一步我们要从提高学生的考试能力出发，如何提高学生的看图作

文成绩是首要的任务。 

第二，从长远来看，如何改善学生面对作文普遍头疼的态度，提高小学生的写作兴

趣，让学生们“爱”上写作。只有让学生们“爱”上写作，写出来的文章才能“有血有

肉”，这才是一劳永逸的教学法。 

 

新教学法 

↙      ↘ 

从应试角度考虑     从长远华文教学考虑 

↙                 ↘ 

如何提高学生看图作文成绩    如何提高学生写作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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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从鱼骨到鱼肉 

 

“看图作文”，对于传统教学和小学生的写作来说，均分为两个步骤，就是先“看

图”，然后“作文”。 

看图   →  作文 

这似乎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无可辩驳的过程，老师拼命教授学生的就是怎样看“图”

然后作“文”，而这个过程是一个老师“填鸭式”地灌输，学生们被动地接受的过程，

学生们没有了一个自己体会的重要过程。 

让我们换一个方式解剖一下这个过程会看得更清楚，我们把从“看图”到“作文”

的过程比喻为从“鱼骨”到“鱼肉”的过程： 

鱼骨   →  鱼肉 

老师教授学生的就是如何在“鱼骨”上加上“鱼肉”，使之成为一条有血有肉的“鱼”，

传统的教学方式中，如果老师教学生如何使“鱼骨”变成一条“鲈鱼”，那么全体学生

就都会写成“鲈鱼”，如果老师教的是“鳕鱼”，那么大家就都会写成“鳕鱼”„„这就

是造成学生写作千篇一律，空洞乏味，最终畏惧写作，从而失去写作兴趣的主要原因。 

仔细分析起来，这个从“鱼骨”到“鱼肉”的过程，当中似乎还缺少了什么。 

鱼骨 → ？→  鱼肉 

这个缺乏的环节需要的是学生的主动参与，是学生的自身体会，让学生自己去体会

这条“鱼骨”应该写成“鲈鱼”呢？是“鳟鱼”呢？还是“鳕鱼”甚至是“鲨鱼”呢？

这样每一个学生的文章都会有血有肉，最重要的是，学生会因此而产生兴趣，“爱”上

写作，作文水平也就自然而然会提高。 

我们要探究的就是这当中缺少的环节，这个环节正是连接从“看图”到“作文”，

从而提高学生看图作文成绩，提高学生写作兴趣的“新教学法”。 

看图 →  新教学法→  作文 

 

 

六 从电影的特性到新教学法探究 

 

新教学法的目的，就是在学生“看图”和“作文”之间，架起一道桥梁，让“图”

活动起来，让“图”中的人物“活”起来，让“图”中的事“动”起来，而学生只要自

己“走过这道桥”，感受了，体会了，再把这些“活动”的“图”写下来，就自然而然

地完成了一篇作文。 

怎么让图活起来？我们想到了电影！而这个新教学法就是——录像教学法！ 

运用拍摄手段，将一篇“看图作文”中的“图”拍成录像故事短片，然后在写作文

前播放给学生们看，学生们只要把他“看”到的，“听”到的，“体会”到的一一写出来，

就完成了一篇作文。逐步地、潜移默化地掌握从“看图”到“作文”之间的过程和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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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到从“鱼骨”到“鱼肉”的本质。 

 

人类在发明“活动的画面”之前，最能够还原现实的就是图画和照片，卢米埃尔兄

弟第一次在影院里放映《火车进站》时，观众们吓得纷纷逃了出去，生怕火车会撞到自

己，而这段《火车进站》的短片只有几十秒钟，而且还是无声的，可见“活动的画面”

的冲击力，这种“活动的画面”后来被称之为“电影”。这成为了我们面对看图作文束

手无策时所闪现出的灵感。 

电影的特性有综合性、视象性、运动性、蒙太奇等特性： 

比方说我们把一个“孩子正在家里努力学习”镜头和另一个“孩子把作业扔

在一边在玩”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就表现了“两个孩子不同学习态度”的“对

比”； 

 

我们把一个“家长看到孩子的考得不及格的成绩单发怒”的镜头和一个“孩

子低着头有点害怕”的镜头组接在一起，就表现了“这个孩子会不会挨打”

的“悬念”； 

 

这些对比、联想、象征等手段，也正是我们作文中常用的手段，正是我们要

学生能够在死板的图片之外补充出来的部分，它不但可以充实作文内容，也

正是区分一个学生作文水平，衡量一个学生作文水平从起步到成熟的标志。

而要教会小学生们运用这些作文手段是不容易的，甚至十分枯燥，到头来不

但没有学会，还使学生失去了作文兴趣，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枯燥的过程，可

以用镜头来代言，孩子们也完全可以通过镜头来学习作文的基本手段。 

 

通过以上对电影特性的分析，使我们对“录像教学法”的理论基础有了更深入的探

究，用录像拍成的短片同样具备了电影所有特性，“视象性”使“图”具象化，“逼真性”

使得学生看到了人物的动作、听到了人物的对话、了解了故事的内涵，“运动性”使得

原本不连贯的“图”有了层次、角度、重要的与次要的区分，“综合性”使得老师有了

多种的表现手段，最重要的“蒙太奇”理论使得学生们的作文水平有了真正的联想。 

“录像教学法”实质就是老师将“看图作文”中的“图”拍成短片，使之镜头化，

再由学生们将镜头还原成作文的过程。 

 

 

七 录像法作文教学实践 

 

经过了以上的理论探索，我们开始了为期一个学年的录像法教学实践。 

首先确定教学实践研究对象，我们选定了五年级的三个华文程度相差较远的班级： 

华文程度较强的班级 

华文程度中等的班级 

华文程度较差的班级 

以这样的三种华文程度有明显差异的学生为对象，可以更深入地、更立体地了解录

像法教学对不同能力，不同水平学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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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确定了教学实践的研究方式。 

这次的录像教学法研究的方式主要以学生的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定量定性地分析研

究。 

看图作文成绩 

对参与学生的问卷调查 

教师的课堂观察 

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客观公正地得出科学的结论，可以综合地考量录像教学法真正起

到的作用，而不单单仅以成绩论英雄，还结合了学生和教师的整体接受程度。 

 

第三，确定了录像法教学的实践方法。 

这次为期一个学年的录像教学，实践方法是：整个学年对确定的三个实验班共进行

八次看图作文练习（其它为常规的命题作文教学），其中第一次和第八次（也就是最后

一次）的看图作文采用传统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录像提示，并且这两次看图作文的内容

也采用了同一级别，同一类型，并且完全由第三方教师客观公正地批改评分，力争教学

研究数据的科学性。 

从第二次至第七次，中间的这六次看图作文练习，则采用录像法教学，所有的看图

作文题都分别拍摄成录像片，剧本及其演员都由本校老师和学生操作，并由老师拍摄剪

辑完成。学生在看完看图作文的图片之后，再另行观看根据图画内容拍摄而成的录像短

片，对能力较差的班级，则观看两三次录像短片后，然后进行看图作文练习。 

此外，在这八次看图作文练习之前与之后，会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教师也

会记录课堂观察情况。 

 

 

八 录像教学法实践结果数据分析 

 

经过一个学年，八次看图作文的教学实践，所有数据结果如下： 

（第一次作文成绩称为前测，最后一次作文成绩称为后测） 

 

 

 

 

 

 

 

 

 

 

 

 

 

 

应用情境教学前后的作文总成绩

0.0

10.0

20.0

30.0

程度

成
绩

 （
4
0
分

）

总分（前测） 26.0 21.8 16.1

总分（后测） 26.9 24.4 18.2

上 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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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数据表分析后可以看出： 

 

总分：上↑3.5%,中↑11.9%,下↑ 13.1% 

 

内容：上↑4.6%,中↑11.7%,下↑11.8 % 

 

表达：上↑2.3%,中↑12.1%,下↑14.5% 

 

 

 

 

应用情境教学前后的作文内容成绩

0.0

5.0

10.0

15.0

程度

成
绩

（
2
0
分

）

内容（前测） 13.1 11.1 8.5

内容（后测） 13.7 12.4 9.5

上 中 下

应用情境教学前后的作文结构成绩

0.0

5.0

10.0

15.0

程度

成
绩

（
2
0
分

）

结构（前测） 12.9 10.7 7.6

结构（后测） 13.2 12.0 8.7

上 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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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参与的学生作文分数普遍提高，尤其是华文程度中等及较差的学生。 

   这是由于： 

1.   录像模拟情境，比较注重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心理的外露。故此，学生写作

的内容较为丰富，能言之有物 ，言之有声，增加“看点”。 

2.   录像注重故事的连续性，学生有生动的具象可以参考，特别是程度较差的学

生，对于整体的故事把握也相对成熟，因此文章可以言之有序，言之成理，

颇具“规模”。 

 

（二）华文程度较强的学生在表达方面提高不明显。 

      这是由于： 

 

1.   对于华文程度较强的学生来说，可能这样的尝试打破了他们一贯的思维模式

和表达方式，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在参与这样的实验时，习作之前需要辅以

叙事技巧的引导，让他们懂得剧本和作文之间的基本差异。 

2.    模拟作文的情景是一种实际的依托，但是对于比较会写作的学生来说，可能

恰恰束缚了他们的创作空间。对于“大体则有，定体则无”的文章来说，先

看录像，再写作文，正是形成了一种定向思维，其实是构思佳作的大忌。 

 

 

九 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分析 

 

录像教学法除了对看图作文成绩的数据理论分析之外，问卷调查和课堂观察分析也

十分重要，这是学生能否接受录像法教学，学生是否喜欢录像法教学，新教学法能否继

续实行的现实基础。（篇幅关系，问卷调查表省略） 

 

 从问卷调查前测来看，华文程度较好的学生会显得乐观自信，也比较喜欢作文课。

而华文程度较弱的学生正相反，他们明显底气不足，畏惧和厌恶作文课。 

 问卷调查后测则显示，喜欢作文课以及认为作文课有趣的学生明显增加，而“不知

道写些什么”的学生则呈现下降的趋势。 

 

与此同时，我们从课堂观察中可以发现： 

 作文课时，学生会满怀期待观看录像，且十分认真专注。 

 有的学生看了录像还会念念有词，将录像中的对话，内心独白，运用到作文之中。 

 写作能力弱的学生看完录像，也更有信心写作，而不像以往左顾右盼，举笔千斤。 

 写作能力较强的学生敢于对剧中演员的表演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更

好地修改剧中的人物语言。 

 整体的课堂气氛较之于以往更显活泼和轻松。 

 

 

十 结语 

 

通过了这一个学年的录像教学法实践，我们对录像教学法做了一番反思。 

 

第一， 通过录像法教学，学生整体的看图作文水平有了提高，特别是原本基础较差的



HKI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Education 2009      Proceedings 

 

9 

学生，经过了录像法教学，看图作文水平进步明显，从原本的空无一物，到如

今能够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可谓是质的飞跃。这是倚仗于录像注重故事的

连续性，注重人物的语言，表情和心理的外露，使得学生写作的内容增强，能

言之有物，因此此教学法尤其适合写作能力较弱的学生。 

第二， 录像教学法对于原本作文基础较好的学生，应该进一步提高录像短片的“水平

和高度”。因为这个级别的学生，他们的思路开阔，起点比较高，目前的录像教

学法对他们来说，虽然有助于他们的作文叙述水平，但同时他们的思路却反而

变窄了。所以对于他们，可能要试用更高水平的录像短片，增强录像短片中的

“蒙太奇”手法，让他们在提高作文叙述水平的基础上，更拓展他们的想象力，

并辅以技巧的训练。 

第三， 录像法教学也使学生普遍对作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堂气氛活跃，完全改变

了原本作文课枯燥无趣的状态。 

第四， 参与“演出”的学生作文水平进步很大，我们的录像教学法拍摄的短片中演员

是由学生自己扮演的，而这些学生在以后的看图作文中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灵

感”，作文水平大幅度地提高。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并对于学生在

录像法教学中的“角色扮演”的作用有了新认识。 

第五， 目前的录像短片还在初级阶段，内容仅局限在学校和家庭，随着录像教学法的

进一步深入，拍摄的内容还可涵盖更广一些。当然，拍摄录像只是达成目标的

桥梁和阶段性的手段，一旦学生有了写作的能力，就可以让孩子们开创自己的

文字天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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