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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丽华老师 吴小杭老师

同作者或其他作者的诗歌作品，了解时代环境对于上述诗歌

创作的潜在影响，参考教材注释体例，简明扼要地为其做出相

应注释。

2.依据上述探究结果，重新阅读和梳理文本，说说诗歌可

能还有什么潜在的意义指向。根据你自己的理解，帮助教材编

写组对上述诗歌篇目进行剔选，并组合成专题，说明剔选的理

由，同时完成一则专题导语。
3.结合当前的时代思潮和文化导向，你认为哪一篇最契合

或最不契合当前的时代精神，是否应将其从教材中剔除，讨论

并说明理由。
设计说明：前面两组活动，学生已经通过探究基本认知了

这些现代诗歌形式层面的审美价值。然而，“文变染乎世情，兴

废系乎时序”，诗歌的意义生成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特定历史

时期的时代环境，脱离了这层背景进行纯粹的形式分析，对作

品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能是平面的、割裂的、失却纵深感的。结合

既有教材所给定的创作时间，学生可以通过第一个子任务充分

探索文本的创作背景，理解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深

化对文本意义的理解，明确文学赏析的“历史性”要求，掌握“知

人论世”的解读方法，并通过“注释”这种最简洁经济的方式提

炼自己的探究结果，锻炼信息压缩与集中的能力。第二个子任

务则是在基于“历史地”阅读和考察文本后，形成有秩序的文本

整合、归类、连缀的意识，最终过渡到情境给定的终极任务———
对这部分作品的去留给出判断和阐释。第三个子任务则力图让

学生联系当下，联系具体的个人生活，讨论经典是否具有当下

意义或永恒适用的普遍意义，以及怎样生发当下意义或普遍意

义，并将其迁移到自我与时代的主体思考中来。
【读写测评】

恩格斯曾指出文艺批评应当遵循“美学的和历史的”价值标

准。请在上述研读、分析、讨论的基础上，整合要点，给教材编写

委员会回复一封信，阐明你认为上面探讨的哪些文本可以留在

语文教材中，哪些文本应该删除，是否需要开设中国现当代新诗

的教材专题等。注意条理清晰，言之有据，不少于 600 字。
设计说明：作为主任务的最终呈现和评价方式，应当给予

学生空间和机会在自主学习取得阶段性成果后实现自己的表

达诉求。就广大中学生的语文学习而言，最直接相关也最使其

困惑的问题莫过于“我为什么要学这篇课文”“学习这篇课文到

底对我的语文素养有什么帮助”。基于“历史的”和“审美的”的
双重价值评判尺度，学生有资格有机会从学理的意义上对教材

的文本择取予以认可或质疑、褒奖或批判，从自身最切近的阅

读和学习经验中思考并获得全新的认识。
【参考资源】

痖弦《中国新诗研究》，谢冕《中国新诗史略》，张清华《内心

的迷津：当代诗歌与诗学求问录》，食指《食指的诗》，潘洗尘《饮

九月初九的酒》《想起 1970 年的冬天》，舒婷《舒婷的诗》，海子

《海子诗全编》，戴望舒《望舒草》，卞之琳《鱼目集》，郑愁予《郑

愁予诗集》，阎月君等《朦胧诗选》。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一）】

小人物·大世界
筅罗丽华 吴小杭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浙江 杭州 311100）

【学习情境与任务】
高二学生李子阳利用周末时间到市图书馆进行勤工俭学。

其间，接到图书馆内文化服务中心的任务：市图书馆将举办主

题为“小人物·大世界”的外国小说读书活动，请协助文化服务

中心为本次读书活动做一份策划方案。
请你学习相关资料，并以李子阳的身份完成系列任务，策

划本次以“小人物·大世界”为主题的外国小说读书活动。
【学习内容与目标】

1.阅读外国小说中有关“小人物”题材的文本，发现“小人

物”的人性之光，辩证地认识“小人物”的形象特点，探究文学形

象的特点、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精要的

概括。
2.通过跨文本思辨性阅读，理解人物性格、命运与环境的

关系，学会关注个体，尊重生命。学会批判性地学习“小人物”的
处世哲学，能依据自己的看法阐发观点，并进行公开演讲。

3.在对“小人物”群像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基础上，完成推荐

精读篇目、制作海报、筹备读书沙龙、制作书签等思考辨析、运
用语言文字的任务。

4.就语言文字运用的任务进行讨论、展示和辩论等表达与

交流活动；能依据特定的交流环境与对象，进行有效的语言表

达和交流，完成交际任务，对作品进行修正完善。

篇目 教材给定的创作时间 创作背景注释

《相信未来》 1968 年

《六月，我们看海去》 1983 年

《致橡树》 1977 年 3 月 27 日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989 年 1 月 13 日

《雨巷》 1927 年夏

《断章》 1935 年 10 月

《错误》 195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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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概述】
“小人物·大世界”学习活动包括“人物汇”、“剪影展”、“争鸣

台”和“回音壁”四个环节，分别是推荐篇目、制作海报、筹备沙龙、
跨媒介欣赏四个学习任务。前两个学习任务主要解决读懂和理解

的问题，后两个学习任务则着重于理解基础上的批判性认识，并

基于特定语境的表达和交流，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和论辩能力。
【学习资源】

［俄］契诃夫《装在套子里的人》《变色龙》，［俄］普希金《驿

站长》，［俄］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美］欧·亨利《麦琪的

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美］马克·吐温《百万英镑》，［德］海因

里希·伯尔《在桥边》，［法］莫泊桑《项链》《我的叔叔于勒》，［英］

高尔斯华绥《品质》，［日］栗良平《一碗清汤荞麦面》。
【学习任务与学习活动设计示意图】

【学习活动设计】
一、人物汇

活动前期，图书馆将确定八篇外国文学作品作为本次活动

的精读内容，向市民推荐介绍。请你从学习资源里提供的十二

篇作品中推荐八篇，并将这八个代表作品所属的作家作品专集

在展示书架上按一定的顺序陈列摆放。
小贴士：逐步完成以下子任务，从而完成作品推荐和陈列。
1.阅读学习资源中的十二篇作品，完成下面表格。

设计说明：这项学习任务是下一项归纳“小人物”特征的基

础，整理相关的具体材料，为准确归纳做准备。
2.根据以上内容，请手绘思维导图，呈现你眼中“小人物”

的特征。
设计说明：明确何为“小人物”，为推荐作品提供标准。思辨

留痕，为阅读抛锚定焦。
3.依据以上思考结果，推荐八篇最具“小人物”典型特征的

作品。并将八个作品按一定的标准进行排序，如人物形象特征

（圆形或扁平人物）或主题类型（歌颂或批判或兼而有之）等。
设计说明：在归纳思维的基础上，依据标准筛选。作品排

序，则是对理性思维和统筹能力的训练。
二、剪影展

图书馆打算就你推荐的八个作品制作八幅海报，届时摆放

在一楼大厅，作为推荐阅读的宣传，请你就海报设计完成以下

三项任务：

1.讲故事的能力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重要。请你了解八位“小

人物”的相关故事，各用 150 字左右的文字来讲述“他”的故事，

作为海报文案，以引起市民的阅读兴趣。
小贴士：阅读原著，完成下面表格。

故事好听，与讲故事的高超技巧联系很大，注意以下三个

方面：

（1）选材：选择你认为读者最感兴趣的故事材料。（2）叙述

视角：可以考虑不同的、更有吸引力的叙述视角，比如让“小人

物”自己开口说话等。（3）叙述节奏：故事不一定要讲完整，学会

在关键处“卖关子”，这样才能吸引读者的兴趣。
设计说明：这项学习任务是思辨和表达的基础。通过填表，

梳理“小人物”的相关信息，为撰写海报内容打下基础。另外，写

作任务的驱动，可以使学生的表达技巧得以训练。
2.海报中要有主人公的一幅插图，将请专业绘画者来完成。

请你就自己对八个“小人物”的理解，构想每一个主人公插图的

具体内容，为绘画者提供每篇不少于 300 字的绘画脚本，使得

插图能做到形神兼备。
小贴士：（1） 绘画脚本的撰写重点在于从人物形象特点出

发来确定其容貌、装束、动作等，用细节为“小人物”定型。（2）人

物之神的把握多着眼于作品中对人物语言、行为、动作、心理的

描写，以此推断人物的性格特点、精神面貌等。
请仔细品读原著，仿照示例填写下表。

设计说明：这项学习任务是在理解基础上的再创作，对“小

人物”进行形神兼备的定型是学生对人物解读的集中呈现。表
格的填写，可以聚焦重点内容，为学生确定“小人物”形象特点

提供脚手架。

作品名称 小人物 中心事件 高潮 结局

文本 小人物
关键词句 1：

人物之形
关键词句 2：

人物之神
“小人物”
形象特点

︽
在
桥
边
︾

“我”

“他们替我缝
补了腿。”
“我的不出声
音 的 嘴 像 一
台 计 时 器 那
样动着……”

“当我心爱的姑
娘 过 桥 时……
我的心简直停
止了跳动。”
“我以此暗自高
兴，有时故意少
数一个人；当我
发 起 怜 悯 时
……表 示 我 的
慷慨。”

身 体 遭 受 战
争重创，内心
渴 望 人 性 关
怀。在逼仄的
生 存 空 间 中
艰难地挣扎，
却 又 能 保 持
心 中 对 美 好
的 向 往 与 追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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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报中的文字内容旨在向读者介绍人物、推荐作品。请
为你筛选的八个“小人物”分别写一句推荐语，用作海报的标

题，以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小贴士：标题不仅要做到与文本内容吻合，还要达到醒目、

让人记忆深刻的效果。请上网查询并阅读文章《撰写标题：18
种写作技巧分享给你！》，学习标题撰写的技巧。

设计说明：这是阅读理解基础上的概括，思考辨析基础上

的个性化表达。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把握能力，也可以从表

达技巧的角度对写作能力进行训练。
三、争鸣台

图书馆拟针对这次“小人物·大世界”的读书活动举办一次

读者沙龙，请你就这次沙龙活动完成以下任务。
1.根据你对八部作品精读的理解与思考，为本次沙龙活动

设计几个话题。
小贴士：可以结合你新颖的见解、阅读的困惑等来安排读

者沙龙的话题。如：（1）多数善良的“小人物”的命运都比较坎坷

不幸，结局可以改得更美好一点吗？（2）对那些个性古怪令人讨

厌的“小人物”，为什么我们内心深处总是“恨”不起来？（3）这些

“小人物”遭受欺凌和压迫为何不抗争？

设计说明：在前面自主阅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并去设计问题，既是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看“小人物”的价值，

又是结合读书活动特定的语境来思考“小人物”更深层次的文

化内涵，是基于特定的语境将思维推向更深处的纵深发展。
2.沙龙活动计划邀请一位知名人士来参加，请你推荐一位

文化名人，罗列不少于三条的推荐理由，并写作一份邀请函。
小贴士：可以考虑文艺批评界的学者或创作“小人物”题材

较多的小说作者，也可以考虑经常塑造“小人物”类型的影视界

演员或导演。另外，邀请函的写作要领可通过网络查询进行了

解，尽可能地进行创新性、个性化的邀请函制作。
设计说明：掌握一般交际性应用文的写作。从走进作品到走

进创作，深入感受作家或演员在解读文本，塑造人物方面的不同

体验。创设研究性学习环境，加深阅读理解，提升思维品质。
3.为了活跃活动现场的气氛，调动读者的真实感受，需要

借助一定的影像资料。请你推荐这八个作品中矛盾冲突最大，

最能展现“小人物”精神世界的影像片段，以供现场嘉宾、读者

观赏或学习表演。
设计说明：让学生选取作品的最精彩片段，引导他们细读

文本，从微妙的描写和传神的演绎中感受在社会环境下“小人

物”的喜怒哀乐，感受到“小人物”折射的大时代、大境界、大情

怀。往往悲喜之中“小人物”的生活，其实也是社会百态的影射，

是很多普通人的一种写照。
四、回音壁

1.请你写作两句包含“小”与“大”的诗句，作为本次活动纪

念书签上的文字内容，不超过 20 字。
设计说明：从主题出发，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深度阅读后

的鉴赏和提炼能力。

2.为扩大阅读活动的影响力，运用美篇制作推送本次活动

全程概况的报道，要求图文并茂，不少于 500 字。
小贴士：提前收集资料和图文素材，学习美篇制作。
设计说明：学会在网络环境下运用新媒体进行图文结合的

写作。
3.为了延续本次读书活动，图书馆多媒体阅览室将在公众

号平台推送一批“小人物”题材的影视作品。请你选择一部“小

人物”题材的电影，从“小人物·大世界”的主题出发，写作 200
字左右的影评，向读者推荐这部电影。

小贴士：既要从“小人物·大世界”的角度出发阐明推荐理

由，又要注意把握写作技巧，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
设计说明：将文学阅读引向现实观照，学会审视自己的生

存现状，懂得反思自我，尊重个体生命。
【读写测评】

1.请以参加该活动的读者的身份撰写一份发言稿，准备在

沙龙活动上进行发言，不少于 800 字。
小贴士：发言稿的撰写要体现你对中心问题的思考、见解

或疑惑。同时要注意发言时的语言环境，充分考虑到“说什么”
“对谁说”“我的身份是什么”“我说的目的是什么”等要素。

设计说明：撰写发言稿，从内容上，对学生的思辨能力进行

训练；从写作上，引导学生学会在具体的交际语境下进行写作，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为交流而写。
2.《在桥边》中的“我”深受数字之苦，生活在数字时代的我

们，是不是也与这部作品中的“我”一样？

思辨参考：我们生活在数字化时代，但不能简单地将“我

们”等同于《在桥边》中的“我”。大数据时代，人是主体。一方面，

数字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捷，我们要让数字为人类所用；另

一方面，我们在充分运用数字的同时，也可让数字变得有温情，

有温度，拒绝冷漠与隔阂。
设计说明：测评采用“任务设计”的方式，以读写型任务为

主，测评方式一般采用等级评价、过程性评价。
3.鲁迅小说《孔乙己》和契诃夫小说《变色龙》，都是通过社

会的一些“小人物”来揭露社会的世相。这两篇讽刺小说，无论

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均有诸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下列说法

正确的几项是（ ）

A.都是围绕中心人物展开故事情节，进而揭示主题。孔乙

己告诉人们不能死读书，读死书；奥楚蔑洛夫的“变色”形象在

现实生活中总不乏其化身，给人以警示。
B.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可恨的。孔乙己在封建思想和科

举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

穷困潦倒。奥楚蔑洛夫则是沙皇统治下的工具，实在没有可以

同情之处。
C.两篇小说的结局都让读者有“言有尽而意仍在”的感觉。
D.关于小说的主人公，作家都恰当运用了人物描写方法。

孔乙己主要“秀”的是他那件与其身份不相符的长衫，奥楚蔑洛

夫展示的是象征其身份的军大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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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从叙述角度，两个作品总体上都是用了第三人称。而相

异之处是《孔乙己》中，鲁迅巧用了个小伙计“我”来作为孔乙己

悲惨遭遇的见证人，《变色龙》是以主人公活动来叙述的。
F.环境描写是小说必备的，两篇都侧重于社会环境的展示。

《孔乙己》安排的环境是咸亨酒店及众酒客；《变色龙》写的是木

柴厂门口及看热闹的人群。两篇小说所写的时代虽久远，但仍

有其现实意义。
参考答案：ACDEF
设计说明：通过这两篇中外小说的对比阅读，感受两位大

师级作者独具匠心的构思。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小人物”
形象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广阔的社会背景，进而

领略这两篇经典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
4.在你选择的八篇作品中，如果你的朋友圈要加其中三个

“小人物”作为朋友，希望和他进行互动并了解他的动态，你希

望加哪三位？请认真思考揣摩并写出你的理由。
设计说明：除了要把握八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特质外，

还要整合自己的好恶、动机、生活现实，做出比较、辨析、评估，

并能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实现对思维品质的培养，实

现对自我的一种审视。
【参考资源】

包新宇《浅析小人物形象的美学寓意》，惠继东《“小人物”悲
剧命运成因新探》，张秀娟、张红雪《欧·亨利与卡夫卡作品中的

“小人物”对比研究》。

【外国作家作品研习（二）】

开往春天的地铁
筅朱 丹 1 杜国平 2

（1.杭州市良渚职业高级中学，浙江 杭州 311113；

2.杭州市余杭区教育局教研室，浙江 杭州 311100）

【学习情境与任务】
某城市为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加快城市建设国际化步伐，

培养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同时为拓宽市民文化视野，提升市

民文学鉴赏力，决定以地铁为传播渠道，推广古今中外优秀诗

歌作品。
诗歌是残冰中的一抹嫩绿，是寒冬里的一片暖阳，常给人

以希望和慰藉，因此这列地铁名为“开往春天的地铁”，其中有

两节车厢的展示内容是外国诗歌，请你根据所给资料，完成“开

往春天的地铁·外国诗歌车厢”创意策划活动。
【学习内容与目标】

1.阅读相关诗歌，赏析并积累语言，体会诗歌表达的凝练

与精致，感受诗歌的节奏韵律，把握诗歌基本内涵，尝试结合具

体场景对象，梳理诗歌内在关联。
2.调动生活经验、认知经验、阅读经验，对接诗歌意象，通

过想象移情，探究诗人情感，还原诗歌情景意境。
3.通过换位体验活动，从诗歌与“我”的关系的层面对诗歌

进行创造性理解运用，进而深入理解社会人生，从精细和纵深

双重维度培养情感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提升审美鉴赏能力和

文化理解力，激发阅读外国诗歌的兴趣。
【学习活动概述】
“开往春天的地铁”学习活动包括三组任务，第一组任务

“为你选诗”对应诗歌分组、车厢命名两个活动；第二组任务“车

厢设计”包括名画配诗、创意扶手杆、车载电视秀、拉手便利贴

等活动；第三组任务“地铁推介”含有地铁日记、朋友圈推荐、媒
体报道、建言献策、话题讨论五个活动。第一组任务着重于诗歌

的整体感受，引导学生梳理诗歌写了什么，培养学生的直觉思

维。第二组任务着重于整体理解基础上的鉴赏内化，通过把握

诗歌意象，体悟诗歌意境，尝试诗歌创作，展开联想想象，以移

情体验和创作活动获得审美感受，提升鉴赏能力。第三组任务

着重于结合生活情境体验，对诗歌进行创造性运用抒发，培养

表达交流能力，提升探究思辨能力，致力于学生设计感、共情力

等创新思维的培养。
【学习资源】

［法］保尔·福尔《回旋舞》，［英］罗伯特·彭斯《旧日的时

光》，［苏联］阿赫玛托娃《祖国土》，［匈牙利］裴多菲《我愿意是

急流》，［法国］艾吕雅《自由》，［印度］泰戈尔《仿佛》，［美］弗罗

斯特《一条未走的路》，［奥地利］里尔克《秋日》，［美］惠特曼

《啊，船长，我的船长哟！》，［俄］普希金《致西伯利亚的囚徒》，

［爱尔兰］叶芝《当你老了》，［英］米沃什《美好的一天》。（选文基

本出自苏教版语文教材或读本，具体内容略。）
【学习任务和学习活动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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