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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写作教学作为语文教学中的核心部分,对学生阅读理解能力、语言组织能力、表达能力等
综合能力培养有显著作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技术不断的应用在语文教学中,并取到了一定
的教学价值；中职学生普遍存在语文基础较差、学习能力弱等问题,仅依靠传统的中职语文写作教学,
不易起到良好的写作教学效果。而信息化技术在中职语文写作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极大的丰富写作教学
素材,创新教学模式,为学生带来全新的课堂教学体验,激发学生的写作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从而提升写作
教学质量,基于此,本文通过论述信息化技术在中职语文写作教学中的重要性,分析当前中职语文写作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探索信息化背景下中职语文写作教学的改革路径及策略,以期促进中职语文写作教学
高质量发展,为学生构建高效课堂。
[关键词] 信息化技术；中职语文；写作教学；翻转课堂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Writ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zation
Chunmin Mo
Guangxi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icians
[Abstract] As a core part of Chinese teaching,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ading comprehension, language organization, expression and other comprehensive
skil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continuously applied in
Chinese teaching and gained certain teaching value;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problems such
as poor Chinese foundation and weak learning ability, and rely only on traditional secondary vocational Chinese
writing, which is not easy to achieve a good writing teaching effect.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Chinese writing teaching can greatly enrich writing teaching materials, innovate teaching mode,
bring students a new classroom teaching experience,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in writing learning,
and thu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riting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secondary language writing teaching,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secondary
language writing teaching, and explores the reform path and strategies of secondary language writing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condary language writing teaching and build an efficient classroom for students.
[Key words]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second vocational language; writing teaching; flipped classroom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中职语文写作教学中融入信息

提升。

化技术成为了教学改革的必由之路,语文写作具有知识内容抽

1 信息化背景下中职语文写作教学改革的意义

象、综合性强等特点,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2006年-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文件中明确的指出

阅读理解能力等都有较高的要求。信息化技术在中职语文写作

了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中职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养的前

教学中的应用,能够让先进的教学理念应用到实践教学中,通过

沿阵地,需要重视信息化技术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并依托

翻转课堂、雨课堂、情景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以此来提升课

信息化技术来进行教学模式改革,以此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堂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促进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

针对中职语文写作教学来说,信息化技术为语文写作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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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发展新方向,为语文写作教学创造了更优质的课堂环境,

者,让学生成为写作课堂的教学主导者。教师围绕学生的写作学

具体体现在：

情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计划,并借助信息化技术来落实相关教

1.1教学内容丰富化

学内容,语文教师需要从教学理念和教学能力两个方面做出有

在传统的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师只能单一的依靠教材资源

效的改革,从教学理念上,要深度认知信息化技术对语文写作教

进行备课和开展教学活动,教学资源匮乏,使得写作教学课堂出

学的价值及意义,从而能够在实践教学中充分发挥出信息化技

现课堂环境沉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强等问题。信息化技术的

术的优势,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写作教学课堂,实现学生的写作

应用,能够让教师更加高效的获取网络教学素材,从而为学生构

综合能力提升。在教学能力方面,教师需要做到与时俱进,不断

建丰富的写作教学内容,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写作学习主动性和

的学习信息化技术,提升自身的信息化素养,便于在写作课堂教

积极性。如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写作教学内容生活

学中有能力进行信息化教学。

化,借助信息技术将学生的课余生活制作成写作教学素材,提高

2.2学生身份的改革

课堂教学效果。

信息化背景下中职语文写作教学课堂中,学生作为课堂的

1.2教学模式多样化

主体,教师需要借助信息化技术为学生构建全新的学习环境,以

在传统的语文写作教学中,教师往往是采用填鸭式教学方

此来帮助学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想象力

式,借助范文模版来进行学生写作能力提升,这样不易充分发挥

和创造力,更快的进入到深度语文写作知识学习中。教师可以通

出学生的主体性,导致学生的作文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现象,不易

过构建小组合作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来充分发挥

形成高分作文。信息技术的应用极大的丰富了教师的教学手段,

出学生主体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让教师能够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借助信息化技术在课堂中实现。

2.3课程内容的改革

如构建智慧课堂、翻转课堂等,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为学生打

课程内容作为学生学习的核心载体,单一的依靠教材资源

造更加高效的课堂教学环境,提升学生的写作知识理解程度,让

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写作知识学习需求。学生需要进行大量的

学生能够更加生动形象的学习抽象的写作知识,从而提升学生

语文知识积累,才能创作出较为优质的作文；在语文写作教学中,

的写作能力,增加写作教学质量。

主要在于范文讲解、要点分析、写作练习三个方面；教师需要

1.3教学环境趣味化

借助信息化技术来不断的充实课程教学内容,将写作教学知识

在传统的中职语文写作教学中,学生一直是处于被动的学

内容借助不同的素材内容呈现在学生面前,满足学生多元化的

习状态,教师在台上进行作文范文讲解,学生在台下记笔记,掌

学习需求,从而提高学生的写作知识理解能力。如在范文讲解中,

握其中的范文写作技巧。但作文写作知识内容抽象,相关写作技

依靠教材上单一的范文内容,使得范文讲解过于抽象,学生不能

巧的学习需要学生匹配对应的语言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及

理解其中的精髓部分,导致学生在写作练习中,存在模版套用等

语言词汇积累程度。不然学生虽然掌握了大量的写作技巧,但是

问题,出现千篇一律的作文内容,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将

难以实施到写作中,出现无从下笔、难以下笔的情况,对作为的

学生感兴趣的事件内容制作成范文,并通过思维导图绘制等方

创造,往往是挤牙膏的形式,在填鸭式教学环境中,会呈现出课

式,来提高学生范文学习的主动性和理解程度。

堂环境沉闷、教学内容抽象枯燥等问题。教师难以充分开发学

3 信息化背景下中职语文写作教学改革策略

生的作为想象力和创造力,信息化背景下可以让语文作文教学

3.1创新多元化的写作形式

环境更加趣味化,教师可以借助多媒体教学法、智慧课堂等方式,

教师在学生写作能力提升中,需要充分发挥出信息化技术

将作文教学内容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感受

优势,围绕学生的写作学情构建差异化的教学计划,以此来推动

到新颖、趣味的学习体验,从提高学生的语文作文教学参与程度

学生的全面成长；教师可以借助信息化技术创新多元化的写作

和积极性。趣味化的学习课堂更易激发学生的作文写作兴趣,

形式,提高学生的写作练习程度,将写作教学计划化零为整,让

充分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教师的引导下将想象力表

学生进行逐步突破,最后形成完整的写作能力。譬如开创微写

现出来,从而创作出高质量作文。如教师在风景话题写作教学中,

作、每日一记等方式,教师借助信息化技术对学生的写作内容进

借助多媒体技术,将田园风光、初夏秋冬的变化采用动画的形式

行动态监督和实时评改,由点及面的提升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

表现出来,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风景情境。从而让学生深度的进入

如在微写作方面,微写作具有内容短小精悍、主题宽泛、创作灵

到语文作文学习情境中,提高学生的作文知识理解程度。

活高等特点,语文教师可以借助云班课、微信朋友圈、QQ群、微

2 信息化背景下中职语文写作教学改革的有效措施

信群等平台,布置学生课余时间的微写作,将学生的课余时间与

2.1教师身份的改革

课堂教学连接起来,一方面,教师通过布置简短的微作文要求,

在传统的中职语文写作教学课堂中,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

便于学生能够按时按量的完成作文写作,提高学生的写作自信

者和实施者,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写作知识内容授课,这样极大

力,另一方面,教师能够通过阶段性的微作文任务布置,来进行

的限制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成长。因此,需要对语文写作课堂的角

整体串联,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打开学生的写作视野。

色进行改革,教师需要成为写作教学课堂的引导者和资源整合

3.2丰富学生语文写作素材积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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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在作文练习中,常常面临表达能力欠佳、缺乏写作

益,因此,语文教师需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创新语文写作教

思路等问题,使得学生面对作文写作无从下手,核心原因在于学

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高效语文写作教学课堂,以

生的语文写作素材积累程度,学生只有掌握大量的素材资源,

语文写作教学为导向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这样才能在作文写作中,做到胸有成竹,有话可写,有观念可
述说。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中,不仅要进行写作技巧授课,更
需要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素材资源积累习惯,在信息化背景
下,语文教师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搜集大量的优质作文素材,
并进行精心加工设计,最后通过线上教学平台、云班课、微信、
QQ等渠道进行内容推送,不断的加深学生的作文素材积累度。
如在话题作文写作教学中,教师针对学生熟悉的社会话题和生
活常识,选取一两个具有针对性的话题素材,并通过制作对应的
教学内容,借助线上教学平台、云班课、微信、QQ等渠道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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