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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画廊且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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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爱而生同零落

悲剧命运谁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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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一）】

命运夹缝中的女性
筅李 月

（丹阳市第五中学，江苏 镇江 212300）

【学习情境与任务】
女人如花，是盛放还是凋零，

有无爱的滋养至关重要。爱，是撑

起命运巨石的力量。审视中国现当

代作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在对

比中体味爱的力量，让我们以“爱”
为视角来重点比较祥林嫂和鲁侍

萍、子君和蘩漪的人生命运，体会、
思考中国现当代女性在命运夹缝

中苦寻爱的光芒的奋争。
【学习内容与目标】

1.精读鲁迅的《祝福》《伤逝》，曹禺的《雷雨》，能够通过经

典文学形象把握作品的精神内涵与艺术价值。
2.辨析不同作品中女性形象在“爱”的命运方面的异同，理解

不同经典文学形象的独特价值，提升审美能力和文学鉴赏水平。
3.通过写辩论词、辩护词等方式分享阅读感受，发表见解。

撰写人物形象分析与评论，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学习活动概述】

本活动分“女性画廊且观花”等五个板块完成主教学内容。
精读原作后，梳理四个女性人物与“爱”有关的情节，分析人物心

理和形象，分析在她们身上、经历中涉及的慈爱（对子女的爱）、
情爱（对配偶、心上人的爱）等内容，思考女性的命运，把握人物

的精神内涵与艺术价值，理解作者的情感与思考。《祝福》《伤逝》
两篇小说主要关注祥林嫂和子君的爱情与命运。戏剧《雷雨》篇

幅较长，需要学生带着学习任务，对鲁侍萍、蘩漪的相关情节进

行精读，与她们情感相关的周朴园等人的有关情节也须足够关

注。从爱的视角进行多重对比，通过书面形式形成个人看法，然

后组内、班内交流，探讨碰撞，依托三篇文本初步理解爱的存在

意义与价值，进而思考中国现当代女性命运变化的决定因素。
【学习资源】

《祝福》《伤逝》《雷雨》。
【学习任务和学习活动设计示意图】

【学习活动设计】
一、女性画廊且观花

本活动重点对小说《祝福》、《伤逝》和戏剧《雷雨》中的祥林

嫂、子君、鲁侍萍、蘩漪等几位女性形象进行对比鉴赏。要求学生

精读原作，初步感知四位女性形象，以“爱”的经历为主线，完成

四个人物主要情节的梳理，以思维导图或表格形式呈现结果。
设计说明：本活动板块旨在让学生从“爱”的视角梳理四位

女性人物的情节内容，把握其命运变化情况，理清她们与其他

相关角色之间“爱”的纠葛。通过思维导图或表格训练学生的语

言组织能力。
二、有爱无爱怎看待

梳理鉴赏《祝福》内容。以辩论赛形式组织，辩题是“祥林嫂

得到过爱，在爱中死去 / 祥林嫂没得到过爱，在无爱中死去”。
根据学生各自得出的结论组建正反方阵营，准备辩论稿。若极

端概率下学生观点一边倒，则教师担任相反观点主辩。邀请若

干位教师组成评委团，得出总体倾向性结论。
1.学生依据独立梳理出的祥林嫂“爱”的历程，形成纯文

字、表格或思维导图等。进而思考辩题，根据个人结论加入两阵

营之一。可供参考的角度如下表：

以上内容不是绝对答案，学生可能会有争议，在讨论中得

出总体倾向性结论。倾向是：祥林嫂最终是在无爱的世界中过

早且悲惨地走到生命尽头的。
2.正反方组内交流汇总依据，根据个人能力与兴趣分工准

可能存“爱”
的相关人物

对祥林嫂
的定位

是否有爱

卫祥林 妻子

原文中不详，但从祥林嫂初到鲁镇
的外貌以及若干反应来看，第一次
婚姻并不幸福，后续没提到祥林嫂
对他有什么怀想、眷恋———无爱。

贺老六 妻子

有共同的子嗣，维持着平常的夫妻
关系，未见特别之爱。祥林嫂回想
第二次婚姻而“笑”只是“暂时坐稳
了奴隶”位置的低层次满足，并不
是爱情。最后也只是怕阎罗王把自
己劈成两半才去捐门槛，并未特别
想在死后见到他———无爱。

阿毛 母亲

儿子是祥林嫂的精神支柱，对儿子
她足够关爱，但最后儿子被狼吃掉
而她则慈爱成空，这成为她精神崩
溃的一个重要因素———曾有终失。

四婶 雇工
看中的是祥林嫂的工作能力，只是
有限度的同情———无爱。

卫老婆子 客户、同乡
略有同情，但遇到其婆家的要求，
就毅然抛弃祥林嫂，维护其婆家和
自己的利益———无爱。

柳妈 同事
或许有极少量的同情，更多的是把
她当作无聊生活中取乐的对象———
无爱。

“我” 值得同情
的镇民

仅限于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没有
实际行动———无爱。

鲁镇的人们
获得快乐
的“玩物”

仅把她当作调笑取乐的对象，最后
是厌弃的态度———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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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角度 祥林嫂 鲁侍萍

人物所处
时代

约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约 20 世纪 20 年代

家庭出身
原文不详，但应是贫苦
人家

原文不详，但应出身卑
微

婚姻经历
与后续影

响

第一任丈夫去世后 被
卖改嫁，两任丈夫都意
外早逝，因守寡和改嫁
而备受鄙弃

被初恋周朴园抛弃 后
两次再嫁，后夫鲁贵鄙
弃其失贞

生活圈子
中人们对
其的态度

取笑、鄙弃

应是鄙弃，由其特地到
八百里外女学堂当 老
妈，两年回家一趟可以
推论

子女情况
与第二任丈夫贺老 六
有一子

与周朴园育有两子，其
中周萍原本不知其 是
自己母亲；与鲁贵育有
一女

人物结局 大年夜时去世 精神失常

备辩词，不少于 300 字。各选择 4 名核心辩手组成辩论队，其他

成员随时根据辩论情况向己方辩手提供内容支持，由己方辩手

负责临场选用并组织语言表述。最后由教师评委团根据现场双

方表现情况判定胜负。
设计说明：本活动板块旨在让学生梳理发掘小说中可能和

祥林嫂产生各类“爱”的关联人物，并进行分类辨析。过程中需

细致研读原作，从作品中合理推论，细致辨别，区分思考婚姻与

爱情的差别（从两任丈夫角度分析），辨别同情与关爱在程度上

的差异（从鲁镇的人们、柳妈等角度分析），明晓有些欣赏与帮

助的动机可能仅是出于功利（从四婶、卫老婆子角度分析），领

悟仅有同情而无关爱的行动，是无济于事的（从“我”的角度分

析）。对“爱”的不同层级和表现、价值有初步的个人见解。理解鲁

迅塑造祥林嫂形象是想唤起对众多这样的女性在操作层面上的

真实关爱，要通过改变社会制度与风俗观念，拯救中国旧社会旧

思想统治下的劳动妇女。结论倾向于祥林嫂的人生世界是无

“爱”的世界，这是她人生悲剧命运的根源之一。
三、天涯沦落谁最苦

在泛读《雷雨》全文的基础上，精读并梳理与鲁侍萍相关的

情节，从“爱”的角度深入分析其人物形象与作者寄寓其人的情

感与思考。将祥林嫂与鲁侍萍进行对比，合作探讨决定两人情

感命运的深层次原因。
活动情境与任务：祥林嫂与鲁侍萍的灵魂在阴间相遇，阴间

法庭将选择她们两人中上辈子最缺少爱的呵护的一方送其上

天堂。你作为她们经历的完全知情人，将成为自由辩护人，请选

择一方进行支持，并做辩护发言，辩护文字不少于 500 字。根据

阵营选择情况，组成双方辩护律师团，汇总己方主要观点，推选

表述优秀者，进行辩论交流，最终由教师评委团根据临场表现

做出胜负判定。
1.筛选、精读与鲁侍萍相关的情节，选择合适角度与祥林

嫂作对比，形成初步对比结论。可供参考的角度如下表：

以上内容不是绝对答案，细节上学生或有争议，可通过讨

论解决。争议较大而无法得出结论的，可提交到班级层面由教

师协助解决。在比较中确定哪一方相对更缺少爱的呵护，生活

经历更加悲惨。
2.自选分组。根据所选定的被辩护人情况，再根据原作梳

理内容，写不少于 500 字的辩护词，为己方被辩护人争取利

益。形式上参照法庭辩护形式，双方先各自进行辩护发言，而

后进行问辩、答辩，整个辩论过程预设 40 分钟，可视实际情况

增减。
操作过程：组内成员均各自准备辩护词，组内交流汇总，选

取较好内容，形成己方辩护词。推选代表作为本方首席律师进

行辩护陈词，自由辩论阶段本方所有成员都可参加现场辩论，

但要先举手示意，经法庭审判团（教师评委团）允许后双方交替

发言。所有发言将累计双方时长，自由辩论预设双方各 15 分

钟，可视实际情况增减。最后由法庭审判团（教师评委团）根据

现场表现做出胜诉方判定。
设计说明：本活动板块设计需要学生在充分梳理原作的基

础上进行人物对比，所选角度要服务于后续的辩论，哪一方更

缺少爱的呵护没有绝对答案，祥林嫂与鲁侍萍在慈爱、情爱、周
边人的关爱等各方面都是受屈辱者或遭损害者，胜出的关键取

决于哪一方能梳理出人物更多的缺爱经历，以及其所造成的负

面影响。这对于原文的感知与筛选能力要求很高，祥林嫂和鲁

侍萍的众多经历交代散见于全文各处，有些还需一定的推理能

力。学生在丰富的语言实践中，主动梳理整合，形成个体言语经

验，并在独立感知与思考之后进行有指向性的创作，用辩护词

的形式进行表达与交流，既锻炼了写作能力，也提高了口语表

达能力，使思维得以深化。
四、向爱而生同零落

鲁侍萍和祥林嫂都是旧社会底层妇女，没有经历过新思想

的洗礼，未曾接触过真正的教育，她们的爱的命运都以悲剧作

结。但《伤逝》中的子君和《雷雨》中的蘩漪都是接触了新思想的

新女性，她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结合前面对子君、蘩漪两人爱的经历的梳理，对比分析两

人的性格特征，参照“性格决定命运”的观点，从内因角度分析

她们悲剧结局的缘由，各写不少于 200 字的分析文字。
分析样例：子君接受了“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追求恋

爱自由、婚姻自主，并不惜和封建旧家庭闹翻，毫不理会他人的眼

光，自由恋爱后建立起小家庭。可她得到爱情之后，就以为找到了

幸福，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于是，不再读书、思想，安于小家庭

主妇角色，最终变得平庸起来———这使丈夫不满、愤怒，进而绝望

于爱情。她在家庭中无经济地位，仍是男子的附属品，她只是暂时

获得了个性解放，最终并未真正解放。
对蘩漪的分析略。
设计说明：本活动板块旨在让学生在分析中发现，无论是

什么阶层的女性，在时代大背景之下都是命运的被支配者，更

先进的思想，更明确的自主意识，是女性命运改变不可或缺的

内在因素。

鹿 鸣本版主持／陈兴才 张小兵 任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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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悲剧命运谁之罪

结合上面活动中得出的成果，思考四位女性悲惨命运的幕

后推手有哪些，思考作者们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寄寓着怎样的

创作目的。以“悲剧命运谁之罪”为话题，自拟题目，写不少于

600 字的评论，以读书交流会的形式进行交流。
可能会涉及的思考角度：

1.封建思想、礼教观念。以批判传统糟粕文化“三从四德”
等为核心，尤其是对于女子贞洁的变态推崇，形成了被广泛认

可的舆论场，女子失贞就要被谴责，这是祥林嫂和鲁侍萍的共

同遭遇。
2.男权社会的压迫。人类历史上，男权长期占领统治地位，

女性处于附庸地位，甚至被当作物品进行交换、买卖，没有基本

的人权。四位女性人物的生活中都面对着男权氛围，备受欺压。
3.人性的阴暗。总有一些人会将他人的悲惨作为自己取乐

的资源，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这类人给祥林

嫂、鲁侍萍这样的女性很大的打击。比如鲁侍萍之所以频繁换工

作，甚至到八百里外的女学堂工作，就是因为在周边的人群中受

到过很多屈辱，而选择到离家较远的地方工作，则可以避免周边

人的鄙弃。这类对待他人不幸的态度，是人性阴暗面的体现。
这三点是相对主流的看法，但也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认

可。若学生认为她们的悲剧是由于自己的反抗性不够，是自己

的性格造成的，责任应该由其个人承担，则教师要予以明确的

引导，让其认识到此种观点的偏颇片面。
设计说明：本活动板块是让学生对三部作品中四位女性的

命运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导致如此结果的诸多原因，进而总结

人类发展史上对女性的态度和定位，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对女性

的戕害，由点到面，由小见大，进而思考女性应有的地位和价

值。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有清醒认识，辩证地看待，给予女性

更多的尊重和关爱，从自身角度消除性别歧视。充分理解作者

可能的创作意图，并结合现在的女性地位，真切认识到中国的

发展进步。活动锻炼了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能力，使其思维

得到发展与提升，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更辩证的判断，并能摒弃

糟粕，进行有选择的传承与发扬。
【读写测评】

从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中选择自己喜欢的至少一部著作———
建议优先选择当代作家的作品———围绕至少一位可以从“爱”的
角度去分析的女性角色，进行对比鉴赏，进一步思考“爱”与“命

运”的相关主题，完成一篇文学作品推介文章，不少于 800 字。
可选人物参考：刘慈欣《三体 3：死神永生》中的程心，金庸

《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林白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的

“我”等。
设计说明和评价：本测评是要让学生放开眼界，在现当代

作品中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性阅读，进一步拓展阅读

面，进一步就爱的多种组成分类进行思考，理解爱的多元组成

与变化，感受不同爱的认知、表现与人的命运的关系。比如刘慈

欣借《三体 3：死神永生》中的程心这个人物表达了颠覆性的

“大爱无仁”观点，提出爱可能带来毁灭的观点；金庸借《神雕侠

侣》中的李莫愁这个人物塑造了因爱情失败产生极致怨恨进而

性格行为扭曲却仍心中残存母性善念的形象，让人对其既恨又

怜；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塑造的不安分的自己在情感纠葛中

不断地自我定位，展示了女性的追求和命运等。评价时依据文

本写作质量给予优、良、中、差等不同层级的评价，优秀作品通过

纸质稿油印或编印成册等形式进行交流并鼓励。
【参考资源】

曹禺《〈雷雨〉序》，钱理群《心灵的探寻》，诺伊曼《原型女性

与母权意识》，波伏娃《第二性》，李银河《女性主义》，玛丽·沃斯

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

位》。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习（二）】

现代诗的归去来
筅陆道忻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3）

【学习情境与任务】
某版本高中语文必修教材

某一专题的选文曾在十多年间

里数度更易，而近来其现代诗歌

部分的选文又被大量剔除。教材

的文本遴选和剔除引起了广泛

的讨论，教材编写委员会希望面

向学生群体，了解广大高中学生

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尤其是之前

教材选录篇目） 的认知水平，垂

听其学习诉求，希望收到各位同学对现当代诗歌在教材中的去

留增删、呈现比重、编排方式等问题的中肯建议，以期真正从学

生学情出发，完善语文教材的面貌。
请你在仔细研读上述诗歌文本后完成以下学习任务，最后

依据美学和历史的价值标准就上述篇目的保留与否给出合理

建议，最终给出书面回复。
【学习内容与目标】

1.阅读既有教材遴选的重要的现当代诗歌文本，学会由意

象切入进而赏析现代诗的基本方法，通过文本改写、续写与诵

读，感悟上述文本的意境美和音韵美。
2.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文本的文学史意义，通过资料

搜寻、筛选与整合，学会在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厘定文学

作品的认识价值。
3.形成自主探索、集体合作的学习习惯，培养创造性解读

文本的能力，建立批判和思辨阅读的意识，通过资料概括、注释

压缩、信件写作的练习优化个人语言表达。

鹿 鸣本版主持／陈兴才 张小兵任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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