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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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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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活动概述】
本活动围绕语文教材中现当代诗歌的去留增删问题给定

三组任务，分别对应“现代诗歌意象的理解与赏析”“现代诗歌

的体式辨析与诵读”“结合创作背景拟写注释与导语”等具体学

习活动。第一、二组任务着眼于现代诗歌美学意义上的形式特

征，突出对意象和语言的学习、研讨与理解；第三组任务着眼于

历史和人文的视野，进一步理解现代诗歌的历史内涵与当下意

义。读写测评部分是对总任务的呼应和总结，以书面写作的方

式，让学生从美学和历史的维度对所选诗歌篇目与诗歌专题的

去留增删给出自己的判断和理由。
【学习资源】

《相信未来》《六月，我们看海去》《致橡树》《面朝大海，春暖

花开》《雨巷》《断章》《错误》。
【学习任务和学习活动设计示意图】

【学习活动设计】
一、“诗无达诂”———诗意初解与诗艺初探

1.意象是进入诗歌意境、理解诗歌内涵的基本路径和重要

参数，请各小组分别认领两首诗歌，找出其中使用的意象，尝试

对其做出自己的赏析和阐释，交流并讨论。此活动展开前，可分

发阅读材料向大家展示意象分析和鉴赏的范例，如温锁林的

《舒婷〈致橡树〉的语言解读》（《名作欣赏》2009 年第 7 期）、汪
政《黑暗年代的华章———读食指的〈相信未来〉》（《扬子江诗刊》
2011 年第 5 期）等，尝试学习和借鉴其赏析方法，完成下面表

格。（《致橡树》《相信未来》可从上述两篇阅读材料中提取信息

直接填入，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不同的阐释。）

2.挑选一首诗歌，仿照其句式，自己选择新的意象续写几

行小诗。
设计说明：这组任务旨在指导学生借助一定的材料进行初

步的诗歌理解和赏析，着重突出“意象”这一诗歌教学的重要抓

手。第一个子任务意在给予学生方法层面的指导，给出的阅读

材料已经由意象和语言出发，通过修辞的比照、分解、替换等方

式对诗歌进行了解读和赏析，学生在仔细研读的基础上，很容

易就能把握其分析的基本理路、策略和方法，并将之迁移到其

他文本的品鉴上来。由于“意象”本身意涵丰富，再加上个体的

前理解又差异鲜明，故而应鼓励学生对诗歌意象和语言加以创

造性解读，所谓“诗无达诂”，充分激活其探索欲望。如果认同方

家之说，则可将其信息筛选、整合在表格中，如果有个人言之有

理的全新见解，也可予以反驳。第二个子任务则是由意象而意

境，让学生把握意象群落的整体性特征，从而发挥语言创造力，

选取特征相类、意境相符的新意象进行仿写、续写的训练，加深

对现代诗艺术特质的理解。
二、“新诗，别是一家”———新旧诗体的改写比较与诵读

1.从上述篇目中选出最像现代诗和最不像现代诗的篇目，

谈谈是否应该迎合时代的创新诉求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并说明

理由。
2.选择其中一首诗，在不改变诗歌主体意象和结构的基础

上，尝试将其改写成古典诗歌（五言、七言诗或词皆可）。交流讨

论，更改后的文本与之前相比有什么不同，优劣几何，形成结论

并展示汇报；讨论新诗是否应集结为一个特殊的、独立的专题

进入语文教材。
3.选出你们小组认为最适合朗诵的一首诗（改写前或改写后

均可），说明理由。每个小组推选一名代表为大家朗诵，也可学习

艺术家已有的朗诵录音文件，讨论其轻重、节奏等处理是否得当。
设计说明：这一环节旨在明确现代诗歌体式的特殊性，尤其

是中国现代新诗在挣脱古体诗的形式束缚、获得自己独立的语

言风格和审美价值方面的独特成就。在改写过程中，虽然主体

意象并未置换，但句式的整饬要求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诗歌

语言的弹性，但也可能营造另一种审美效果。第一个子任务意

在探索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特殊风貌，许多诗歌的

语言结构、意象择取依然有浓厚的古典意味（如《错误》《雨巷》
等），学生应尝试理解这一艺术策略对现代诗歌告别浅白俚俗、
建立特有的白话语言美学的实际意义，也尝试理解其可能存在

的不足，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学生可自由充分讨论，得出

自己的见解。第二个子任务意在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充分比照

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内部差异，发现新诗在语言和审美意义

上的全新特质。第三个子任务旨在唤起学生对新诗“音韵美”的
感知，诗歌的“可读性”要求创作者特别留意诗歌句式的和谐与

音律的创造性，学生可以在诵读和比较中发现其与古典诗歌音

韵美营构方式的联系与区别，同时把握朗诵现代诗的基本技

巧，通过“诵读”的方式，以声传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三、“诗，比历史更真实”———给诗歌写作背景添加注释，拟

写专题名和导语

1.上述诗歌篇目在以往教材中都在结尾标注了写作年份，

但语焉不详。请查找相关历史材料，走访和请教历史老师（有

可能的话可以询问历史亲历者），小组合作，对比阅读同时期

现
代
诗
的
归
去
来

意象筛选与品鉴

自选意象仿写

现代诗面貌辨析

新旧体诗改写

经典诵读

给文本作注释

分专题拟导语

当代眼光的观照

“诗无达诂”

“新诗，别是一家”

“诗，比历史更真实”

篇目 意象名称 赏析

《相信未来》
《六月，我们看海去》

《致橡树》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雨巷》
《断章》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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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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