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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写文章也会像我一样犯错吗”
潇湘晨报小报童对话三位知名作家，
解密作家还是小学生时如何学习写作
“写作的时候当然也会
缺字少句，
甚至犯错……但
甚至有些书已经出版了，
后
来读者发现了错误，
作家还
要进行修改。写作写不出
来的时候当然会有焦虑，
会
烦躁，
但这是没有用的。
”
面
对小报童关于
“作家也会犯
错吗，
会像我一样缺字少句
吗？
“
”我如果写作文如果写
不出来很烦躁，
作家在写不
出来的时候也会烦躁吗？
”
的
好奇提问，
中国一级作家汤
素兰说出了自己的经历。
7月31日，
潇湘晨报小
报童对话三位知名作家，
在
为自己的写作取经之余，
更
成功挖掘出作家们的卡文
“药方”
。

作家会像小学生一样缺字少句吗

本报记者周凌如
实习生喻志雪 程艺梅 长沙报道
知名作家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会和我们一样因为写文章没灵感
挠头吗？”
“他们会和我们一样写错别字吗？”7
月 31 日，来自望月湖二小的几名同学通过
2020 年潇湘晨报小报童活动，得到了与知名
作家对话的机会，问出了藏在心里最好奇的
问题：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他们，也会和我一
样吗？
带着这些小报童的提问，潇湘晨报记者
联系到了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省文联第
九届委员会名誉主席彭见明、中国一级作家
汤素兰三位知名作家，他们用写作的切身经
历，告诉孩子们写作的“秘诀”
。

王跃文

汤素兰

作家什么环境开始写作的

作家小学时怎么学习写作

“作家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他们是在什
么环境下开始写作的？坚持了多久呢？”来自望
月湖二小四二班的小报童吴桐感到非常好奇。
王跃文：我从小喜欢写作文，上大学之后参
加同学们办的文学社，开始文学创作。我从事
专业文学写作迄今已经 31 年了。
汤素兰：我一直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

以前在出版社工作，是利用编辑之余的时间，现
在在学校教书，是利用寒暑假，利用教学之余的
时间。我从大学毕业开始写作，已经写作三十
多年了。
彭见明：我自九岁时起就爱读连环画，再大
一点，读小说、散文。在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后，
二十五六岁开始在业余时间尝试着写小说。

怎么才能写好一篇作文
最令望月湖二小五一班的白子阳头疼的
是，怎么才能写好一篇作文呢？对此，王跃文与
汤素兰的建议是，
多多积累。
王跃文：诚实地写作，写出自己心里话，就
会写好作文。当然，先要有必要的语言训练和
文体训练，主要途径是接受老师的教育，同时多
阅读书籍，特别是多阅读文学作品。
汤素兰：写好一篇作文需要有好的素材，还
要有精心的构思和恰当的文字表达。所以，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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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见明

写好作文，
要增加自己的生活体验，
要细致观察，
还要多读书，
学习写作的方法，
要多积累词汇。
彭见明：我喜欢与家人和你周围的各种年
龄段的人说话、玩耍，注意关注他们的说话方
式、做事的姿态、尤其关注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各
种不同经历和故事。在关注人物的同时，关注
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待有了比较丰厚的生活积
累后，把生动、有趣、感人的细节挑选出来，用你
讲话的口吻整理出来，
就成了一篇作文。

“作家像我这么大时是怎么学习写作的？也
会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吗？”三一班的段雅琴希望，
作家能教教她写日记。
汤素兰：我像小朋友这么大的时候，是从语文
课本、
语文课堂、
语文老师，
还有课外阅读中学习写
作的。作家当然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
就需要多读书，
多了解社会和生活，
到生活中、
大自
然中、
自己的记忆中去寻找写作的素材。当然记录
生活不是记流水账，
而是记录下特殊的事件，
人物，
场景，在重大意义的时刻，记录下某个时刻自己独
特的感受和感悟。写日记重要的是会捕捉每天生
活中最重要的或者最有意思的事情，
或者自己心里
的感受和感悟，
而不是事无巨细都记下来。
彭见明：有发挥得很好的，有写得一般的，更
有失败的。这个不重要，多写才重要，写多了，有
经验了，失败之作就少了。记日记非常重要，很多
大作家天天记日记，这些日常生活的记录，就是作
家的宝贵财富。记日记就把这一天看到想到的东
西记录下来，不必要什么技巧，会说话的人就会记
日记。

15天讲完初一数学重要知识点？
15 天讲完新初一数学重要知识点，任课老
师是没有教师资格证的在校大学生……暑期来
临，校外培训班又迎来开班热潮。在孩子是否
需要校外补习、挑选培训机构时，家长们常常被
提醒要擦亮双眼，但培训机构相关情况是否像
宣传的那么好，
仍然未知。

培训机构：
15天教完初一数学所有重难点
连日来，不少中小学生背起书包来到长沙
市中意一路红星美凯龙，走进位于五楼的雨花
区冠杰培训学校的各间教室。
在各间教室门口，均张贴着“冠杰教育 2020
年暑假课程安排表”，几乎每间教室都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6 点 20 分，共安排了六节课程，每节课
80 分钟，课间休息 10 分钟。比如在六教室门口，
上午的三节课分别是新初一语文、
英语和数学预
科，
下午的课程有三升四同步数学、
四升五英语，
还有一节初三数学预科。
该机构一位自称是前台老师的 Lisa 介绍，此
次暑期培训班为期 15 天，学生报两科送一科，学
费为 2020 元。
当记者以初一新生家长的身份咨询时，Lisa
老师表示，以初一数学为例，虽然课程只有 15
天，一天一节课，但他们会挑初一数学课本中的
重难点来讲，表示 15 天里可以讲完重要知识

▼雨花区
冠杰培训学校的
教室里面摆放了
近20张桌椅。

麓山滨江校长：
小举动带来大气质

兼职教师：
大二应聘时没要教师资格证
为中小学生提前讲授课本知识，那么冠杰
培训学校的老师水平如何呢？
Lisa 老师介绍，目前给新初一上课的数学老
师，是中南大学硕士毕业生，读研时就一直在外
面上课。但对于目前授课的老师们是否有教师
资格证，Lisa 老师并未予以正面回答。
就读于长沙一高校的准大三学生小于（化
名）表示，她曾在 2019 年下半年在这家冠杰培训
学校做兼职老师。当时，她只是一名大二学生，
没有教师资格证，应聘时该机构也未要求她有
教师资格证。面试时，在试讲了 10 分钟后，她就
得到了上课许可。该机构给了她一本教材和几
张卷子后，也未进行师资等相关培训，就让她给
小学四年级学生上小班课了。
小班有 15 名学生，上了两三次课后，小于对
班里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无计可施，申请去教“一
对二”
。
结果，在“一对二”的教学中，小于面对的是
两个学生一个读三年级，一个读四年级，讲课时
她需要在两个学生之间来回地讲。
小于透露，在兼职做老师时，Lisa 老师还曾
特意嘱咐她：
“ 如果有家长加你，一定要在朋友
圈屏蔽家长，
不能让家长看出来你是大学生。
”

相关文件

严禁开展
“超纲教学”
“提前教学”
对于冠杰培训学校的办学行为，记者查阅
了湖南省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十个严禁”，其中
明确提出“严禁开展‘超纲教学’
‘ 提前教学’和
‘强化应试’培训”。长沙市教育局也要求所有
培 训 机 构 张 贴《关 于 规 范 办 学 行 为 的 公 开 承
诺》，其中第 8 条是“严格遵循教学计划，不组织
超前教学、超纲教学”。
同时，
长沙市教育局于2019年出台的《长沙市
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明确规定：
“校外培训机构
专任教师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从事中小学学科
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
”
记者找到了一份冠杰培训学校的 2020 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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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曾荣获第六
届鲁迅文学奖等。主要作品包括《国画》、
《梅次
故事》、
《大清相国》等。
汤素兰：中国一级作家，创作出版儿童文学
作品 40 余部，曾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等。代表作有《笨狼的故事》、
《小巫婆真美丽》、
《阁楼上的精灵》等。
彭见明：湖南省文联第九届委员会名誉主
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一级作家。主要作
品《那山那人那狗》等。

点。Lisa 老师还承诺，教学方法等都和学校里是
一样的。

本报记者殷建军 长沙报道

▶7月30日
中午，前往冠杰
培训学校上课的
学生陆续走入校
区。
组图/记者殷建军

作家介绍

身边的好老师、
好校长、
好学校

潇湘晨报记者探访长沙一校外培训学校：
学生兼职教师，
没教师资格证没培训即可上岗

暑假中，
各校外培训机构拉开生源争夺战。
“混战”
之下，
超前教学、
超纲教学等违
规问题依然存在。
此外，
尽管长沙市教育局规定
“校外培训机构专任教师必须具备大专以上学历，
从事中小学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
，
但校外培训机构的课堂上，
没教师资格证没培训的兼职教师们仍能轻松上岗。
近日，
潇湘晨报记者就探访了一家校外培训学校。

“ 作 家 也 会 犯 错 吗 ，会 像 我 一 样 缺 字 少 句
吗？”
“ 我写作文如果写不出来很烦躁，作家在写
不出来的时候也会烦躁吗？”小报童王耀彤和邱
泳轩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王跃文：我也有写作不顺利或写得不满意的
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我会停下来，让自己静静，
好好梳理思绪，
再写下去。所谓写作灵感，
是一种
很神秘的说法。我看来，灵感就是写作冲动。我
不会逼自己写作，
但常有写作冲动在胸口激荡。
汤素兰：写作的时候当然也会缺字少句，甚
至犯错。所以，作家的写作会分为初稿，修改稿，
然后才有定稿。甚至有些书已经出版了，但后来
读者发现了错误，作家还要进行修改。写作写不
出来的时候当然会有焦虑，会烦躁，但这是没有
用的。我写不出来的时候，会去读书，或者暂时
做别的事情，不让负面情绪长久影响自己。写作
灵感的获得还是来自于生活，来自阅读，来自于
长久的积累。所以说“功夫在诗外”，需要平时坚
持不懈的学习。
彭见明：作家经常有写不下去的时候，出错
也是很正常的。因写作进展而不顺，烦躁也很正
常，这时就要停下来，去外面玩，放松心情，并暂
时丢下这个写不下去的题材，写别的内容。灵感
不是凭空而来的，当你脑子中的生活故事多了，
加上你有了很丰富的阅读量和很好的文字表述
能力，
灵感会不请自来。

课程安排表，根据这份课程表，该机构还开设了
金话筒口才（主持）、创意美术、跆拳道、硬/软笔
书法、象棋等课程。但根据该校张贴的雨花区
教育局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其办学内
容为“中小学学科全科培训”。
不仅如此，冠杰培训学校的教室每间面积
约 25 平方米，小班教学时每班约 15 名学生，也不
符合“申请设立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场所同一培
训时段内生均面积不低于 3 平米”的标准。
那么，冠杰培训学校的办学行为是否违规、
存在哪些方面的违规行为，潇湘晨报将进行持
续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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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麓山滨江实验学校校长夏延刚。图/姜欣
本报长沙讯 “校长变主播啦，还为我们请
了一位真正的优秀主播上课呢。”日前，长沙麓山
滨江实验学校学子们津津乐道于校长夏延刚对
话长沙广播电视台政法频道新闻主播、国家一级
播音员李丹一事。这是该校组织开设的一堂以
“走进播音主持，走进大传媒”为主题的职业生涯
规划公益讲座。讲座中，夏延刚亲身示范，与李
丹来了一段“现场访谈”，帮同学们打探了学习播
音主持的益处，以及对传媒类专业有哪些好的学
习方法。近年来，该校在共享优质资源、提升育
人理念、规范内部管理、培育项目特色、追求品牌
发展等方面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学校被誉为长
沙市“合作办学成功的典范”。
在 2017 年 2 月出任麓山滨江校长之前，夏延
刚是长郡梅溪湖中学的党委书记。他亲身经历
并见证了两所学校的快速发展，对集团化办学有
了自己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学校
的发展受益于集团办学，但绝不受制于集团办
学，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和内涵发展。
”
来到麓山滨江后，夏延刚主导学校修订、出
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制度强化责任，从严从
细管理，从紧从优落实。现在，每天 7 点前，大家
都能在麓山滨江校门口看到校级领导站岗值班
的身影，作为全校到得最早的人，他们将迎接全
校师生开启新的一天。这一举动虽小，但带给全
校师生和家长的积极影响却不可估量。在夏延
刚的办公桌上，还常年摆放着 10 多个记录本，有
会议记录、工作安排、上级通知、学习笔记等。严
谨细致对于夏延刚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工作习
惯，这种风格也让学校自上而下发生了许多变
化。在外界眼里，这种变化正是长郡与麓山气质
的融合与体现，也正在成为麓山滨江这所学校的
光芒与特质。
记者李楠 实习生孙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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