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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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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设计】
一、为你选诗

1.“开往春天的地铁”中，外国诗歌车厢有两节，每节车厢

需张贴六首外国诗歌，请你为这两节车厢选诗。
小贴士：仔细阅读诗歌材料，将 12 首外国诗歌平均分为两

组，思考分组理由，并向小组汇报表格完成情况。综合小组意见

对表格进行修改，最后确定分组理由。理由不少于三个，不少于

300 字。

小贴士：再读诗歌，为两节车厢中的诗歌排序，并写出排序

理由。理由不少于三个，不少于 300 字。

2.这两节车厢需要两个别致的名称；门口地面需要一段 50
字左右的开场白，用来阐释车厢名含义；车厢门内侧需要一段

50 字左右的结束语，对观者表示感谢。请你设计并阐述。
第 1 节车厢名：

开场白：

结束语：

第 2 节车厢名：

开场白：

结束语：

设计说明：作为现代交通工具，地铁不仅具备实用功能特

征，还应该是一个使现代人孤寂荒芜的心灵得到慰藉的文化空

间，“开往春天的地铁”活动设计正是出于这样的初衷。12 首外

国诗歌的分组，旨在引导学生完成对诗歌的初步感受，了解诗

歌的基本内涵，让他们从不同层面（如时代、语言、意象、情感、
主题等）对诗歌进行初步筛选组合。诗歌排序活动引导学生再

次聚焦 12 首诗歌，对它们内部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帮助学生

深入解读诗歌，这个过程需要对两组诗歌内涵进行精要概括和

提炼，它不仅需要阅读理解，还需要融合学生的个性创造。
二、车厢设计

1.这两节车厢需要根据诗歌内容各配一幅名画，请通过网

络搜寻合适的世界名画，将诗歌与绘画从三个角度进行比较，

为图画写推荐词。

2.为打造个性车厢，两节车厢中的扶手杆外形改装成了别

致的雕塑。请你从诗歌内容中寻找灵感设计雕塑，并用说明性

的语言陈述雕塑特征，同时为雕塑命名。

第 1 节车厢雕塑名称：

灵感来源：

特征描述：

第 2 节车厢雕塑名称：

灵感来源：

特征描述：

3.为渲染氛围，车厢电视会循环播放诗歌的名家配乐朗诵，

但是视频中还缺少诗歌鉴赏内容。请你选择一节车厢，以普通

乘客为受众，为 6 首诗歌写一段不少于 500 字的鉴赏稿，可以

从语言、意象、结构、表现手法、写作背景等方面展开。
4.“开往春天的地铁”外国诗歌车厢对拉手进行了创意改

造，拉手中放置了便利贴。在这种诗情画意的氛围中，每个受到

触动的乘客，可以随时拿起笔，以诗的形式抒发瞬间感受、人生

体验。请你选择以下身份中的一种，写一首小诗。
A.刚受了委屈想大声哭泣却竭力隐忍的女孩

B.拎着电脑包加班晚归的中年男人

C.颤颤巍巍背着书包牵着孙子的白发老人

D.刚入职场朝气蓬勃的时尚青年

设计说明：“诗是有声画，画是无声诗。”诗画本同源，所以

以画、景等来解诗，能锻炼学生的形象思维。第一个活动为诗歌

配名画，引导学生赏析并积累语言，体会诗歌表达的凝练精致，

关注诗歌意象，并将其还原为鲜明的画面，在这个过程中感受

诗歌意境；同时诗与画两个角度的比较，能营造思维支架，帮助

学生理性思考、学会判断，从而提升鉴赏力。第二个活动是扶手

杆创意设计，它旨在引导学生基于意象还原和自我体验，进行

创造性解读，同时以理性的文字进行说明，锻炼说明性语言表

达能力。第三个车载电视鉴赏设计，是对一组诗歌在整体理解

的基础上进行的反思评价。第四个写诗活动基于诗歌理解鉴

赏，是真实情境下的诗歌创作，它引导学生反观个人情感体验，

培养语感的敏锐性，提升情感的表达能力。
三、地铁推介

1.登上“开往春天的地铁”中的外国诗歌车厢后，很多乘客

感触颇多。请选择以下身份中的一种，写一则日记表达感受。
A.外国友人 B.高中生 C.流浪汉

2.开往春天的地铁之外国诗歌车厢在网络上迅速发酵，成

为网红地铁车厢。你的外地朋友很感兴趣，准备来乘坐。请你在

微信朋友圈发文向他们介绍此车厢情况，并提出乘坐建议，文

案不少于 200 字。
3.“开往春天的地铁”活动一经推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多家媒体争相报道。请选择以下媒体中的一个，为“开

往春天的地铁”中最有人气的外国诗歌车厢写一则报道。
A.《新青年》：主要受众为“90 后”时尚青年

B.《都市快报》：主要受众为普通市民

C.《商界》：主要受众为企业白领精英

D.《天涯》：主要受众为文化界人士

4.设计人员为了让“开往春天的地铁”更有个性特色，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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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特面向社会征集设计金点子。请你写一封建议信，说出你

的设计创意。
5.随着网红地铁影响力的扩大，公众对这种形式能否有效

推广经典阅读，提升市民文学鉴赏力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这

样的方式新颖独特，激发了阅读兴趣；也有人认为这种方式助

长了碎片化阅读的倾向。对此你有什么看法？请写一篇不少于

600 字的议论文，体现你的思考和权衡。
设计说明：“以往我们的诗歌教学……千方百计去弄清楚

作者到底说的是什么，至于这首诗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今天

有什么关系，则常常不顾……这就没有充分开发诗歌的教育价

值。”诗歌并不高冷，它来自生活，也只能在生活中保持生命力，

所以诗歌要还原到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去理解、去再创造；只有

这样，诗才不仅仅是诗人的，它才能真正内化为我们的生命体

验，成为我们精神的底色。这一系列的活动设置都是基于这样

的考虑。活动一地铁日记，通过角色换位，引导学生感知他人感

受，培养共情力，同时提升描述性语言的表达能力。活动二媒体

报道与活动三朋友圈文案，一方面是对诗歌材料的深度理解和

反思提炼，另一方面也是培养学生写作中的读者意识，引导学

生运用不同特征的文体语言进行写作。活动四建议信是基于诗

歌理解鉴赏的创意思维训练。活动五由“开往春天的地铁”衍生

的相关话题引出思辨写作，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说理。
【读写测评】

1.唐代诗人杜甫穿越到“开往春天的地铁”，正吟诵着“无

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他会对以下哪一句诗有惺

惺相惜之感（ ）

A.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

独（里尔克）

B.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桅杆弓着腰嘎吱作响……（蒙

莱托夫）

C.但我们都躺进它怀里，和它化为一体，/因此才不拘礼节

地称呼它：“自己的土地。”（阿赫玛托娃）

D.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直起腰/我看见蓝的海，白的帆（米

沃什）

参考答案：A，两首诗都有一种悲凉孤独感。
2.作为设计者的你如果向杜甫推荐外国诗歌车厢中的一首

诗，你会推荐哪一首？为什么？请结合杜甫生平经历、创作风格、
性格特点等加以分析，写一篇题为“我为杜甫荐诗”的文章，不

少于 600 字。
设计说明和评价：阅读、理解、整合、评价基础上的运用，将

外国诗歌对接我们熟悉的中国古诗，打通时空界限，让学习与

生活发生联系。同时，学习和测评一体，提升诗歌鉴赏能力和语

言表达能力。可依据语言的流畅度、情感的感染力、鉴赏的合理

性等标准来判定写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参考资源】

朱光潜《诗论》，郑桂华《诗歌阅读教学内容确定的关键》，

丹尼尔·平克《全新思维———决胜未来的 6 大能力》。

【科学与文化论著研习】

走进中国建筑
筅景慧颖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辽宁 盘锦 124000）

【学习情境与任务】
走进北京的故宫、沈阳的故

宫，或者是你自己家乡中富有代

表性的古建筑，身临其中，对这

些默默诉说着历史的古建筑，你

要与它展开怎样的“对话”呢？现

实生活中，只有彼此了解，才能

开展“对话”。你了解这些古建筑

吗？对于它的关键构件你能说出

名称吗？它们有什么样的共同特

征你能总结出来吗？在这些古建筑面前，你有一种什么样的心

情呢？

【学习内容与目标】
1.概括、比较文本的语言特点，感受语言的生命力与创造

性；理解文中的基本概念，理清文本的结构脉络、论证方法以及

论证逻辑；学习体验概括、归纳、实证等科学思维方法。
2.提升学生对古建筑艺术美的感知力，构建学生健康向上

的审美情趣与审美品位。
3.增强文化反思和批判意识，能结合具体内容，从多角度、

多层面分析相关的文化现象和观念。提升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

文关怀，提升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认同感。
【学习活动概述】

本学习活动主要分为“纸上建筑”、“美的体验”和“民族的

也是世界的”三大部分。设计的很多活动都需要学生深入文本、
广泛查阅资料、实际观察调研才能完成。在此过程中，也是着眼

于学生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能力的训练、提
升。
【学习资源】

1.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原文略，《建筑学报》1954 年

第 1 期）。
2.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所

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设发展的前因后

果是理解得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

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累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

的成就；对于各时期的建筑物及其特征，只是罗列现象，没有发

展的观点。元、明、清三个朝代，因限于时间，省略过甚。当时为

了节省篇幅而用文言；并且引经据典时，只用原文而不再加解

释，给读者增加了不便。有许多建筑，因缺乏文献资料，单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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