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资格考试综合素质考点归纳：写作能力

(一)写作的基础知识

1.写作的概念

写作是指人类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的创造性

脑力劳动的过程。

2.写作的过程分段

从现代信息论、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写作是一个收集、加工、输出信息的整体系统。作

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写作活动是有阶段性的。大致可分为采集一构思一表述三个阶段。

具体又可分为采集、立意、谋篇、用语、修改等五个环节。每个阶段和环节都有自身的特点、

规律和要求。

(二)写作手法

1.写作手法的介绍

写作手法就是文章中用来表现主题、刻画人物，增强表现力，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手段。

常见的有：夸张、对比、比喻、拟人;悬念，照应，联想，想象;抑扬结合、点面结合、动静

结合、叙议结合、情景交融、衬托对比、伏笔照应、托物言志、白描细描、铺垫悬念、正侧

面结合、比喻象征、借古讽今、卒章显志、承上启下、开门见山;烘托、渲染、动静相衬、

虚实相生、实写与虚写、托物寓意、咏物抒情、借景抒情等。

2.常用写作手法介绍

(1)叙事角度

①第一人称叙事法

文章的内容通过“我”传达给读者，文章中所写的都是叙述人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或者就是叙述者本人的亲身经历。第一人称的作用：是事件的见证者，是文章的线索人物，

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体现出文章的真实感和亲切感。

②第二人称叙事法

常用于书信，一般记叙文中很少通篇采用，但在叙述过程中，为了直接表达情感，在文

章的某个局部，转变为第二人称，可以增强文章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

③第三人称叙事法

用第二人称叙事使叙述人既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也不受生理、心理的限制，可以直

接把文章中的人和事展现在读者面前，能自由灵活地反映社会生活。但第三人称叙事不如第

一人称叙事亲切自然。



(2)叙事顺序

①顺叙法

顺叙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来叙述事件，与事件发生发展的实际情况一致，文章条理清楚，

脉络分明。运用顺叙时，应注意剪裁得当，重点突出，防止出现罗列现象和平铺直叙。

②倒叙法

主要指除了将个别部分提前，其他仍以顺叙记录，而不是把整个事件都倒过来叙述。倒

叙时要交代清楚起点。倒叙与顺叙的转换处，要有明显的界限，还要有必要的文字过渡，做

到自然衔接。采用倒叙的情况一般是为了表现文章中心思想，把最能表现中心思想的部分提

到前面，加以突出;同时为了使文章结构富于变化，避免平铺直叙;另外则是为了表现效果的

需要，使文章曲折有致，造成悬念，引人人胜。

③插叙法

有时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故事情节而追叙;有时是对出场人物的情节作注释、说明。使

用插叙一定要服从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做到不节外生枝，不喧宾夺主。在插人叙述的时候，

还要注意文章的过渡、照应和衔接，不能有断裂的痕迹。

④补叙法

补叙主要用于对上文的叙述加以补充说明，一般是片断性的、简要的，不具备完整的事

件，也可以把解释或说明的文字放在前面，以引起下文。补叙一般不发展情节、事件，只对

原来的叙述起丰富、补充作用。

⑤分叙法

分叙可以先叙一件，再叙另一件，也可以几件事情交叉叙述。采用分叙时要根据文章内

容和表达中心思想的需要确立叙述的线索，还要交代清楚每一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时间。分叙

的作用是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楚，有条不紊。

(3)叙事线索

①以物为线索

叙事过程中让某物在事件发展各阶段反复出现，并通过各种手段有意强化其形象，使物

件起到过渡或象征和点明中心思想的作用。

②以人为线索

以某人为叙事线索，将其统一形象贯穿全文，令某人成为全文重要关注点，或塑造人物，

或推动情节。

③以思想变化为线索



这种写法，思想发展的主线要分明。将思想变化的各个阶段作为线索贯穿全文，形成连

接照应。

④以中心事件为线索

主要事件记叙突出，次要事件交代清楚，主次搭配合理，突出主旨，可使复杂事件繁而

不乱。

(4)情感抒发

①直接抒情法

一般适用于抒发强烈而紧张的感情，可以使感情表达得朴实真切，震动人心。特点是叙

述时感情强烈，节奏快、紧张，情感直露，容易把握。

②间接抒情法

间接抒情一般可以在客观叙述的同时，加入作者主观的感情色彩，使读者在叙述过程中

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可通过议论表达作者强烈的爱憎、褒贬，或者在描写中渗透自己的

情感，使文章语言富有感情色彩。间接抒情的特点是抒情含蓄婉转，富有韵味。

(5)议论文体

①先叙后议法

即先叙事后议论，达到叙事和议论的统一。议论的方法，可以通过文章的人物语言、心

理活动进行议论，也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进行议论。

②先议后叙法

即先议后叙，首先通过议论，开门见山地提出记叙的要点和中心，以此统领全文，使全

文所记事件的意义显得清楚明白。

③夹叙夹议法

将叙事和议论穿插进行，写法上灵活多变，作者自由自在地表情达意。

(6)描写方法

①写生法

写生法是美术术语，这里用来指描写器物注意按照一定顺序，或由上到下，或由下到上，

或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或先中间后两边，或先两边后中间，或先整体后部分，或先部分

后整体，同时注意刻画细节，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②转动法

从不同角度动态地对器物进行描述，准确运用正面、反面、上面、下面、左面、右面等

方位词，对器物进行全方位介绍。中间要有详有略，切忌面面俱到、平均用力。

③剥笋法



对于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器物，可以采取从外到里或从里到外的顺序把其结构描述出

来，由里及外，突出中心和重点。

④拟人法

找到人与一些无生命器物或动植物的某些特点的相似之处，进行细致的描绘。把动物比

拟成人，首先要从整体上把它比拟成人，然后再找出与人的局部相似之处。

⑤化动法

把器物描述从描写静态转入想象动态或从动态转入想象静态，动态与静态描写结合，使

二者相映成趣。

⑥说明法

对器物进行描写时，有时要说明它的特点或作用，也可说明物品的历史、特点或用途，

增加读者对器物的了解。

⑦“五官”法

运用人的五官感知能力，把各种不同感觉、感受写出来，使人对一定情感和器物的描写

更具体、直接。

⑧借物抒情法

在描写物品时将感情寄托于对事物的爱憎之中，借器物的形象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感情，

使物与情相统一，使情有所依托。

⑨托物言志法

用某一物品来比拟或象征某种精神、品格、思想、感情等，使器物与志向，器物与感情

发生内在联系。常用比喻、拟人、象征等手法。

⑩物品自述法

实则是拟人手法的通篇使用，准确地把握物品的特征.采用第一人称描述物品，使器物

显得形象生动，吸引读者的兴趣，同时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11“三江并流”法

在主体部分中，用三个反问段落作为文章的主题部分，围绕主题并列展开。文章段落属

于横向联系，运用并列关系将要写的东西分别呈现，使读者对文章主体一目了然。

(7)建筑描写法

①远眺近看法

对建筑物可以远看，也可以近视。远眺可得到建筑物整体印象和整体轮廓。描写建筑物

时，最好把远眺和近看的结果结合起来写，使读者对建筑物的整体和各部分情况有详细的了

解，从而获得完整印象。



②内外结合法

从外面看建筑物的轮廓，从内部看建筑物的构造和功能，重点是内部组成和功能，一般

要按方位顺序依次进行介绍，这样才能条理清楚。

③换步观形法

不断变换立足点和观察点，对建筑物进行多方面的观察描写，得到不同侧面的完整印象。

采用移步换形法描写建筑物一定要把观察点和立足点交代清楚，还要抓住建筑物最主要的特

征来写。

④说明介绍法

对建筑的特点、历史等可采用说明介绍法，紧扣文章中心简明扼要地说明介绍。

⑤环境衬托法

通过对建筑物周围的景致进行适当描写，可使建筑物更加突出。在描写周围的景色时，

要把观察点和立足点介绍清楚，便于读者了解建筑物整体位置。

(8)动植物描写法

①对动物进行描写时，可对动物外形各组成部分的形状和颜色特点，采用总分结合法描

述。要注意总述与分述之间的关系。分述部分要紧紧围绕总述所讲的特点描写。各分述部分

要有一定的顺序和条理。

②在描写植物的时候，可以对各个部分进行描述，也可以只对某一部分进行描述。描写

时要重点突出，可以从最能体现这棵植物特点的部分的颜色、形状、气味等人手具体描写。

(9)景点描写法

对景区特征描写，既要逼真地再现具体的时令特征，又要表现景物本身的特征，使时令

特征和景物特征融为一体。要注意观察景区不同时段的变化特征，体现景物所发生的任何细

微变化。可采用定点或换点取景法，选择较能反应景区特点、特色的地点，按照一定顺序，

由近及远或由远及近、由高到低或由低到高、从左到右或从右至左等，把景物写得层次清楚、

鲜明逼真、有立体感，给读者以如临其境之感。

(三)新闻文体类

新闻文体是指报纸、电台、电视台经常使用的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代的一种文

体，其种类很多，这里只介绍经常使用的消息、通讯和新闻特写。

1.消息

(1)消息的概念



消息是用概括的叙述方式、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地报道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

群众最关心的事实。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单指消息;广义的指消息、通讯、报告

文学、特写、评论等等。

(2)消息的分类

一般把消息概括为四类：

①动态消息

迅速而准确地报道新近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重要的活动，以及各项建设中的新

情况、新动态、新成就、新问题的一种文体，是报纸上使用最多的一类文体。重大新闻的简

讯都属于动态消息。

②典型消息

也叫经验消息，它是对一些具体部门、单位、行业的典型经验、成功做法集中报道的一

种文体。

③综合消息

综合消息是把发生在不同地点、不同单位、各具特色、性质相同的事实综合在一起，并

体现一个主题的报道。它的特点是在综合、概括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提出见解，揭示

规律。

④述评消息

又称“记者述评”“新闻述评”，是一种兼有消息与评论作用的新闻。它是在陈述事实

的基础上，穿插评论或抒发感慨，从而分析说明所报道事实的本质和意义。它的特点是边叙

边评，要求以国家的方针政策为依据，针对事实进行评说，要求观点正确，评论得当。

2.通讯

(1)通讯的概念

通讯，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

或典塑人物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它是记叙文的一种，是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常用的文

体。它是一种比消息更详细地报道具有新闻意义的事件、经验或典型人物的一种文体。

(2)通讯的写作步骤

通讯的写作步骤一般分为如下几步：

首先是立意，确立主题。立意就是确定思想.提炼主题，立意的过程也就是找角度的过

程。

其次是确定结构。可以运用按时间顺序来写的纵式结构，按逻辑顺序来写的横式结构，

也可运用纵横结合的写法。



第三是选取材料。要选择最能再现人物或者一件事件本质的材料。

第四是明确语言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通讯的语言要具体，不要抽象，尽量少用形容词

和数字，可以多用动词和群众语言。

最后是着笔写作，要注重创新写法。多作细节与环境的描写，把人物放到环境中去。写

作时可以先分好几个小层次，做好小题目，分块去写。

(3)常见的通讯类型

通讯按内容分，一般分为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概貌通讯和工作通讯。通讯按形式分，

分为纪实通讯、新闻特写、新闻专访、新闻调查、专题侧记、随行散记、记者手记、新闻花

絮等。这里重点介绍以下几类：

①人物通讯

所谓人物通讯，就是以报道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为主的通讯。它着重揭示先进人物的

精神境界，通过写人物的先进事迹，反映出人物的先进思想，使之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同

时，也报道转变中的人物和某些有争议的人物。“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写作时切记不

可把先进人物写成从来没有过的大智大勇，十全十美。写人叙事力求言真意切，恰如其分。

②事件通讯

所谓事件通讯，就是报道典型的、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新闻事件。写事当然离不开写和事

件有关的人，但它不像人物通讯那样着力刻画人，而是以事件为中心，在事件的总画面中，

为了写好事而来写人。它既可以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的、振奋人心的典型事件;也可

以从某一新闻事件中截取一个或若干个片断，进行细致详尽的描述，揭示事件的深刻含义;

还可以是若干事件的综述。

③工作通讯

所谓工作通讯，就是反映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的成绩，总结实际工作中的

经验和教训，或者探讨有争议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的报道。它是报纸上经常运用指导工作的重

要报道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有四条：一是把介绍工作经验和分析问题作为主旨;二是凭借事

实，深入分析;三是生动活泼，讲究文采;四是不拘一格，形式多样。随笔、散记、侧记、札

记、记事均可。

3.新闻特写

(1)新闻特写的概念

新闻特写，用类似电影“特写镜头”的手法来反映事实，是作者深入事件新闻现场采写

的一种现场感较强、篇幅较短小的新闻文体，侧重“再现”。



截取新闻事实的横断面，抓住富有典型意义的某个空间和时间，通过一个片断、一个场

面、一个镜头、对事件或人物、景物做出形象化的报道的一种有现场感的生动活泼的新闻体

裁。

(2)新闻特写的种类

新闻特写通常有以下几种：

① 事件特写：摄取与再现重大事件的关键性场面。

② 场面特写：新闻事件中精彩场面的再现。

③ 人物特写：再现人物的某种行为，绘声、绘色，有强烈动感。

④景物特写：对于有特殊意义或有价值的罕见景物的描写。

⑤工作特写：对于某一工作场面的生动再现。

⑥杂记性特写：各种具有特写价值的新闻现场的生动再现。

(四)文学文体类

1.散文

(1)散文的概念

散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散文，在古代指的是一切不押韵的文章。

(2)散文种类

根据散文的内容和性质可将散文分为以下几类：

①叙事散文

以写人记事为主的散文。这类散文对人和事的叙述和描绘较为具体、突出，同时表现作

者的认识和感受，也带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字里行间充满饱满的感情。叙事散文侧重于从叙

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反映事物的本质，具有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

②抒情散文

以抒发作者主观感情为主的散文称为抒情散文。抒情散文往往借助具象，写景状物来抒

发主观情感。文中的景或物是，乍者抒情的依托，作者往往将所要抒发的情感具象化，运用

比兴、象征、拟人等手法，或写景抒情，情景交融，或托物咏志，有所寄托，以达到抒情的

目的。大致可分为借景抒情、因物抒情和以事抒情三类。

③写景散文

以描绘景物为主的散文。这类文章多是在描绘景物的同时抒发感情，或借景抒情，或寓

情于景，抓住景物的特征，按照空间的变换顺序，运用移步换景的方法，把观察的变化作为

全文的脉络。生动的景物描绘，不仅可以交代背景，渲染气氛，而且可以烘托人物的思想感

情，更好的表现主题。



④哲理散文

以散文的形式讲哲理、启迪人生的文章称为哲理散文。哲理散文以种种形象来参悟生命

的真理，从而揭露万物之间的永恒相似，因其深邃性和心灵透辟的整合，给人们一种透过现

象深入本质，揭示事物的底蕴、观念，具有震撼性的审美效果。把握哲理散文体现出的思维

方式，运用象征思维、联想思维和情感思维，去体悟哲理散文所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

化积淀。

2.诗歌

诗歌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形式较为多样化，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

(1)诗歌的概念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

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

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2)诗歌的主要表现手法

①赋比兴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日雅，六曰颂。”

“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中诗篇的内容，“赋、比、兴”就是诗中运用的

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

影响。

②想象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但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

手法。具体包括：

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义表现为心灵的商接意象。比拟。

比拟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实质还是“拟人”。

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夸张不能过于荒诞，或

太实太俗。



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

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把

具体与抽象联系起来，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

3.小说

(1)小说的概念

小说是作者通过叙述人的语言来描绘生活事件，塑造人物形象.展开作品主题，表达作

者思想感情，从而艺术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

(2)小说的分类

①按篇幅长短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

长篇小说。篇幅在十万字以上，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一般通过比较多的人物和纷繁的

事件来表现社会生活，如《红楼梦》。

中篇小说。篇幅在三万字至十万字之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

反映出一定广度的生活面，如《人到中年》。

短篇小说。篇幅在几千到两万多字，虽然篇幅较小.但结构相对紧凑完整、短小精悍，

有些还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如刘心武的《班主任》。

微型小说。一般认为微型小说的篇幅应在两千字以下，题材常是生活经验的片段，能见

微知著，字句精练。

②按作品类型分为武侠小说、推理小说、悬疑小说、历史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

科幻小说、网游小说等;

④ 按艺术表现分为文艺小说、类型小说(如武侠小说、推理小说、悬疑小说等);

④按写作语言分为纯文学小说、通俗小说;

⑤按作品内容分为现实小说、超现实小说(如魔幻小说、灵异小说等);

⑥按写作风格分为传统小说、网络小说(包括网游小说、黑道小说、架窄小说等);

⑦按文字语言分为古白话小说、当代古白话小说、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地方语言小说;

⑧按作品载体分为平面小说和电子小说;

⑨按写作人称分为第一人称小说、第三人称小说、书信体小说、对话体小说、记体小说;

⑩按主义流派分为古典主义小说、讽刺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现代主义小说、批判

现实主义小说、浪漫主义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形式主义小说、表现主义小说、存在主义小

说、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

11.按年代分为古典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

12.按进程分为连载小说和全本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