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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科技馆 9 月活动满满 法治

近日从市科技馆获悉，9 月起科技馆开馆时
间将由 9：30 调整为 9：00， 闭馆时间仍为 17：00
（16：10 后停止领票进馆），周一、周二闭馆。 此
外，市科技馆 9 月还策划了八大科普活动，让小
朋友们近距离探寻科技之美。
“固体彩虹”活动上，彩虹被装进盒子，遥不
可及的彩虹变得触手可得；“
我从哪里来？ ”这个
让许多孩子感到困惑的问题， 将在活动中得到
一个科学的解答；“小小桥梁师” 活动则将带着
孩子们一起动手， 用筷子和橡皮筋搭建一座座
漂亮又坚固的大桥……
市民请注意， 市科技馆所有活动均可免费
参与，地点在西外人民广场。

详细信息：
1、垃圾大分类
活动时间：9 月 13 日、9 月 21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6-12 岁）
2、固体彩虹
活动时间：9 月 13 日、9 月 21 日、9 月 28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5-12 岁）
3、我从哪里来
活动时间：9 月 14 日、9 月 28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4-9 岁）
4、小小桥梁师
活动时间：9 月 14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7-12 岁）
5、磁力梦想秀
活动时间：9 月 13 日 、9 月 15 日 、9 月 21
日、9 月 22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5-10 岁）
6、舌尖上的科学
活动时间：9 月 15 日、9 月 22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6-12 岁）
7、我的环保袋
活动时间：9 月 14 日、9 月 22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5-10 岁）
8、液体彩虹
活动时间：9 月 15 日、9 月 28 日
参与方式：现场征集（6-12 岁） （本报记者）

浅谈小学语文作文教学
■达川区斌郎乡中心学校 范佳芬
在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作文教学一直是
整个教学活动的重点与难点，是语文教学中至关
重要的部分，是培养学生写作能力不可或缺的一
环，小学语文教师在开展作文教学过程中，重视
对学生自习兴趣和写作思维的培养，创新教学方
法和教学策略，真正让学生在参与作文教学的过
程中获得全面成长。

一、巧引学生入门
小学生作文就是练习把自己看到的、 听到
的、想到的内容或亲身经历的事情，用恰当的语
文文字表达出来， 可小学低年级学生自觉动脉，
动手能力差，还不知道有意识去看、去听、去想，
这就需要老师引导，学生积极地去观察，分析生
活中的人、事、物，激发学生写作兴趣，真正让学
生爱上写作、乐于写作。 教师可以通过情境表演、
游戏、实践活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引导，鼓励学
生积极表达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为写
作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在作文时有话可写
小学生怕写作文，大多数学生在作文时都觉
得“无话可说”“没啥可写”“苦思冥想”一节课，也
写不出几个字，有的虽有材料写，但内容空洞“写
景不美”“写人不亲，叙事不明”，使人觉得索然无
味。 这就需要老师引导学生去捕捉写作素材，引
导学生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分析生活，学会在生
活中捕捉材料，如：班会课，老师表扬了谁，批评
了谁，这些事可以以日记的形式写出来。 每周升
旗仪式校长的总结，国旗下演讲都是小练笔的好
素材；家庭生活中的一些变化，周围人际交往，对
这些人的看法或从这些人口中了解到的一些事
情，都是写作素材；学了一篇课文后自己的感受
以及想对主人公说的话，自然会有感而发，再加
上老师适当的指导，学生就能写出具有真情实感
的作文了。

三、给作文命好题
“万事开头难”。 命好一个作文题，学生才能
由此产生联想，从而进行构思，写出丰富的内容，
因此，命题应该像导火索，要能够瞬间引燃学生

素材储备库这个火药库。 一定要贴近学生尊重学
生的个体差异，与学生生活相结合与社会生活接
轨，既能让大部分学生有话可说，又能区分出水
平的差异，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都能表达自己
的所见、所闻、所思，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在
抒写表达中体验作文的快乐，激发学生写作的欲
望。 同时，教师要引导学生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
感，真正做到说真话、实话、心里话。 老师在作文
命题时， 必须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情感世界，
使他们有事可叙，有人可传，有景可写，有情可
抒，有感而发。 其次，给学生想象的空间，激发他
们的创新能力，鼓励写想象中的事物，比如“二十
年的我”“假如我是……”等命题不但能刺激学生
的写作欲望， 还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生活积累，观
察生活，重新思考生活，这样，就能使他们写出有
声有色的作文。

四、在作文教学时，进行德育教育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
趣，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是语文
教学的重要内容，不应把它当做外在的附加任务，
应当注重熏陶感染，潜移默化，把这些内容，贯穿
在日常教学工作之中。 比如，给学生命题作文《我
们家乡的变化》时，可以引导学生从宏观和微观，
从表象到内容，表达对家乡可喜变化的赞叹，进而
引导学生表达对党和政府的深切热爱之情。 在教
学中充分把握好作文教学德育教育的切入点，加
以德育渗透，比如在“母爱”主题下的作文，可以从
“母亲节的由来”“我最想对母亲说话”“母亲节我
为母亲做点什么” 等方面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和
亲情教育。 还要引导学生在作文时， 深入观察社
会，小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初步
形成时期，帮助他们分析社会现象，通过理性的思
考和真挚的笔触，让他们明事理，知廉耻，辩荣辱。
进行人格培养和人文精神的熏陶。
总之，训练学生获得作文能力不是一朝一夕
所能奏效的，教师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
主体，在扎实的训练中下功夫，逐步提高学生的
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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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空坠物悲剧频频上演，
高空坠物已成为潜藏于城市高楼中的
“
隐形杀手”， 不知何时就会窜出来戕
害性命。 据测算， 即便是一只鸡蛋从
30 楼抛下，也足以致命。 在高空坠物
伤人事件中， 人为造成的案例并不鲜
见， 如住户随意从高空乱扔垃圾废弃
物，亦有小孩往楼下扔东西玩耍，由此
引发严重后果，若再不重视和遏制，人
人都可能成为不幸的
“
下一个”。

头顶飞来横祸
高空坠物伤人

高
空
坠
物
伤
人
全
体
业
主
﹃
背
锅
﹄

2017 年 4 月，家住达城某小区的
李某与家人一起外出吃饭，路过某小
区大楼楼下时被楼上扔下的装有陶
立砖和水泥块的黄色编织袋砸伤。 李
某立即被家人送往医院治疗，经医院
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顶骨粉碎性凹
陷性骨折、右侧颞叶脑挫裂伤、硬膜
外血肿、外伤性蛛血、头皮挫裂伤，为
此李某家人花去了大量医疗费。
李某家人向辖区派出所报案，希
望能找到肇事者， 后经公安机关调
查，未能查找到具体抛掷黄色编织袋
的责任人，无奈之下，李某家人找到
了法律援助机构请求法律援助，法律
援助机构经过审核后立即为其指定
了援助律师。 接手此案后，援助律师
立即开展调查，由于无法找到具体责
任人， 在征得李某及其家人同意后，
援助律师代拟了起诉状，将该小区大
楼全体业主告上了法庭，要求全体业
主共同补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
助费、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共计 80 多万元。

“
凶手”无从查找
全体业主
“
背锅”
很多被起诉的业主根本没有重视此事，认
为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他们绝不可能承担赔偿
责任，所以庭审时并未到场。 而到场的业主更
是群情激愤，在法庭“炸开了锅”，纷纷陈述他
们不是肇事者，纯粹是无辜“背锅”，应该由李
某或者公安机关找到那个乱抛垃圾的人来承
担责任。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高空抛物侵权行为
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
的情况下，根据现行法律，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
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原告李某路过该小区大楼
时被楼上扔下的装有陶立砖和水泥块的黄色编
织袋砸伤，原告李某没有过错，本案小区大楼的
所有被告均是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且均
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没有实施抛物行为。
据此，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该小区大楼所有被告
应对原告李某的损害承担补偿责任。
援助律师提醒：《侵权责任》 第八十七条规
定：
“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
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在高空坠物伤人案
件中，如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则由具体侵权人
承担赔偿责任；如不能确定侵权人，则由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承担补偿责任。 若建筑物的
使用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该
证明人将不会承担责任。
（施法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