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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语文核心素养为导向,当前高中随笔教学存在教学安排缺乏系统性、教学评价缺乏针对性,
根据以上随笔写作教学存在的问题,探究随笔写作指导策略和随笔写作评价策略。指导策略以课堂教学
为依托,开展评说人物的活动、引导学生联系实际生活、改写或续写的专题活动。评价策略针对每个学
生的实际情况,以启发创造性思维为导向,采用个性化评价方式和进阶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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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Research on the Essay Training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Chinese Core Accomplishment
LIU Min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New Media, Yangtze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Chinese core accomplishment as the guide,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essay writing teaching
suffers from a lack of systematic teaching arrangement and a lack of targeted teaching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of essay writing teaching, we explore the essay writing guidance strategies and essay writing
evaluation strategies. The guidance strategy is based on classroom teaching, carries out activities of commenting
on characters, guiding students to relate to real life, and rewriting or continuing to write. The evaluation strategy
is tailored to each student's actual situation, and is oriented to inspire creative thinking, using individualized
assessment methods and a progressive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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