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教学方法
多管齐下激发学习兴趣

如何改变学生对经典名著的畏难
情绪，提升“整本书阅读”的质量和效
果？我省多所学校目前正在进行多方
面的积极尝试。

“首先，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他们愿意翻开这些经典，而不是一
看到就心里发怵。在教学实践中，我
会推荐学生先观看电视剧《红楼梦》，
帮他们梳理清楚人物关系、故事情
节。同时，在课间播放红学家们在《百
家讲坛》上的一些讲座，帮助学生打开
视野，进行多维度思考。”徐永清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此外，海南华侨中学还将《乡土中
国》《红楼梦》的“整本书阅读”设计为校
本课程，让所有语文老师都参与其中。

“每个老师发挥自己的特长，选择自己擅
长的书目和章节进行教学，形成系列讲
座，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徐永清说。

海南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杨月团认
为，应该在老师必要的指导下，让学生
轻松、自由、个性化地进行“整本书阅
读”。建议通过绘制思维导图、开展小
组讨论、读书交流分享会等方式，帮助
学生克服阅读经典的障碍。教师对学
生阅读水平的评价应该灵活和多元化，
多给予学生鼓励和肯定。

“《红楼梦》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我
会引导学生通过绘制思维导图的方式
进行梳理。《乡土中国》是社会学讲义，
涉及许多专业术语、概念，我会结合海
南的乡村社会新闻引导学生思考和讨
论。”杨月团表示，阅读这两部经典名著
对于部分高中生来说，确实难度较大，

“我鼓励学生们根据自己感兴趣的章节
分成不同的学习小组，大家共同讨论后
一起分享交流。这样可以让学生们相
互启发、取长补短。”

为加深学生对经典著作的理解，邹
燕妮在课堂上会尝试关联阅读的教学
方法，“例如，《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术
语，可以关联《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
书籍学习，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海口市教培院中学语文教研员陈
贞特别提醒，学生在进行《乡土中国》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的过程中，相
关的电视剧、短视频讲解、教辅材料等
可以作为入门指引，但不能代替书籍
阅读，“梳理近几年的高考试题可以发
现，‘整本书阅读’更多考查的是学生
的语文核心素养和能力、文本的迁移
能力等，而不是简单的知识记忆。与
其在高考前猜题、刷题，还不如现在就
拿起书来用心阅读，拓宽阅读视野，领
略经典名著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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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圈诗词节目
厚植中华文化根基
■ 张静

近年来，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受到观众喜
爱，抖音推出的短视频版《唐诗三百首》也非常受
欢迎，相关话题播放量已超5亿。日前，叶嘉莹先
生和张伯礼院士、施一公院士等人一起在《大家
聊唐诗》节目分享“读诗为什么使我们更有力
量”，吸引了570万人次在线观看。这些出圈的诗
词节目充分表明，中国古典诗词在当下仍然具有
鲜活的生命力。借助高科技或新的传播平台，古
诗词正绽放出新的魅力。正可谓“嫣然才一笑，
蓦地万花开”！

中国的古典诗词数千年来深刻参与了文化
核心价值的生成与民族精神的塑造，可以唤起人
们一种善于感发、富于联想、更充实自信之精
神。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身世经历、生活体验，
并融入自己的理想意志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
的感动写了出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我们如今再诵读这些作品，依然能够体会到同样
的感动，这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生命。“李杜文章
在，光焰万丈长。”古圣先贤通过古典诗词流传下
来的品格与修养，依然可以照亮当下你我的人
生。古典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芯片、最大的同心
圆，可以激活、开启当代人优雅的生存智慧，这正
是中国古典诗词当下传承的意义所在。

人与人的年龄、职业、身份不同，对诗歌的认
识也不同。叶嘉莹先生将雄厚的国学根底、精湛
的西学修养、深刻的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形成了
以“兴发感动”为核心的叶氏解诗学范式，影响深
远。叶先生执教77年来，一直都在用中国话语，
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价值。
有人曾经问叶先生：“中国的古诗会消亡吗？”叶
先生坚定地回答：“只要存在有理想、有品格的
人，中国的古诗就不会消亡。”因为诗词可以唤起
人们不死的“诗心”。

为何当下的青少年还需要习诵古典诗词？
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的人可以背几百
首诗歌，有的人在诗词大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现在，教材里扩充了古典诗词的篇幅。但是这还
不够，习诵古典诗词不仅仅是为了应试备考，不
仅仅是才学的积累，我们更应看到，古诗词在开
启智慧、陶冶情操、塑造品格等方面都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青少年能够从诗词中读出一种发
自内心的感动的力量，进而让古人的诗和当下的
人之间产生一种呼应，这样就完成一种诗词上的
传承，文化上的赓续。正是在这种传承中，我们
实现了培育中国魂、树立中国心的育人目标，让
青少年成长为有“魂”有“根”的新一代。

当我们诵读古诗词的时候，需要与自己的生
命情感发生碰撞，从而对自己当下的修为产生引
领。文天祥曾在《正气歌》里写道：“哲人日已远，
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也就是
说，古圣先贤虽然距离今天的我们有时空距离，
但是他们的智慧、品格却依然可以光照当下，成
为我们前行道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希望青少
年朋友们都能从诗词中获得前行的力量，开启未
来道路的智慧，由自己感悟诗词时的“嫣然一
笑”，继而实现人生中的“万花盛开”。

（据《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春风如您
■ 李子曦

青春年华的青涩，栖息在流逝的时光中。犹记
得在那个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她在斑驳的光影里来
回走动，用布满粉尘的手在黑板上书写，耐心为同
学们讲解，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她的身上。

从小学起，我对写作一直心生抵触，只会如
白开水般记流水账，直到遇到她——我的老师。
从此，我好像打开了一个神奇魔盒，逐渐体会到
写作的魅力。很多次写作练习后，她走到我的身
旁，与我一起分析作文的构思和存在的问题。渐
渐地，我爱上了写作。课余时间，我经常与她分
享自己写的小随笔，共同探索奇妙又美丽的魔盒
奥秘。初中三年间，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质的飞
跃，她又开始鼓励我向报社投稿。看到自己的文
字发表在报纸上时，我感觉每个字符都跳跃着喜
悦。上高中后，当我遇到困难时，当我的作文在
学校获奖时，她都是我忠实的倾听者和分享者。

犹记得，中考前，焦虑情绪在许多同学中蔓
延，很多人放学后仍逗留在教室里。她陪着我们，
一个知识点接着一个知识点为我们分析答疑，直
到最后一名同学离开。结束体育科目考试的那个
周末，她邀请我们放下书本到户外共赏春花，那一
朵朵弯子木花在阳光里灿烂、肆意地生长。悬挂
枝头的，似一团团火焰在风中舞蹈；散落在地上
的，犹如星光洒下的点点光亮，装点着春天。那些
弯子木花如同她和我们的笑脸一样，散发着勃勃
生机，绚烂又充满希望。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记着初中她给我们上
最后一堂课的情景。和往常一样，她面带微笑，携
着春风走进教室。她站在讲台上对我们说：“你们
再看看书，我再看看你们。”下课铃声响起时，我们
都禁不住红了眼眶。我第一次觉得一堂课的时间
原来这么短，短到我都来不及去回忆这三年间的
点点滴滴，来不及去细数她的白发和面容……

三尺讲台，三千桃李。教诲如春风，师恩似
海深，愿所有老师都桃李满天下！

［作者系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二（3）班学生，指
导教师：王槐珂］

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劳动课正
式升级为义务教育阶段必修课
程。

按照新课标，劳动课分为日常
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
三大类。根据要求，要在一至九年
级均设劳动课，每周 1课时。此
外，要在课外校外活动中安排劳动
实践。每周课外活动和家庭生活
中的劳动时间，小学一年级至二年
级不少于2小时，其他年级不少于
3小时；每学年设立劳动周，小学以
校内为主，中学兼顾校内外，以集
体劳动为主，可在学年内或寒暑假
安排。 文\本报记者 徐珊珊

教学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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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作

根据新课标《普通高中语文
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年
修订）》，“整本书阅读”指的是引
导学生通过阅读整本书，拓展阅
读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
形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
阅读鉴赏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

为何要开展“整本书阅读”，
让其成为每个高中生都要完成的
语文学习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
语文学科教研组组长、高级教师
邹燕妮介绍，“人教版新课标《高
中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对此
有过专门的论述：部分学生读书
少，很少读完一本完整的书，网上
阅读也多是碎片化的。‘整本书阅
读’就是要涵养性情，让学生静下
心来读书，感受读书之美，养成爱
读书的习惯。”

据了解，新课标将“整本书
阅读与研讨”列在18个学习任务
群之首，要求“本任务群的学习
贯串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
个阶段”“在指定范围内选择阅
读一部长篇小说和一部学术著
作”。邹燕妮说，这充分说明了

“整本书阅读”在高中语文中的
重要地位。

翻开海南高中生目前使用
的国家统编语文教材可以看到，
必修教材将《乡土中国》《红楼
梦》两本经典著作列为“整本书
阅读”的书目。此外，新课标还
推荐《论语》《孟子》《三国演义》
《儒林外史》《呐喊》《彷徨》等经
典篇目，作为“整本书阅读与研
讨”学习任务群备选篇目，推荐
学生在课外阅读。

“《乡土中国》和《红楼梦》分
别是学术著作和中国古典小说的
代表，两本书都是经典，但属于不

同的范畴。”邹燕妮表示，阅读《乡
土中国》，除了能扩大学生的知识
面，还能培养学生谨慎的治学态
度。此前，高考论述类文本阅读
也曾涉及社科类论文，《乡土中
国》这类书籍能帮助我们了解学
术类文章的写作方式和行文特
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艺
术高峰的代表，其广度、深度、高
度、厚度远超其他作品，不仅能让
学生从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还
可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培养审美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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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课标、新教材、
新高考的实施，高考语文对于阅读
的考查难度不断加大。“整本书阅
读”不再是学生们课余时间陶冶情
操之举，而是语文学习的必修课。
目前，在我省高中语文教学中，“整
本书阅读”推进情况如何？海南日
报记者近期对此进行采访。

采访中，不少老师和学生表
示，在教学任务重、课业压力大的
情况下，推广“整本书阅读”目前
还存在一定障碍。

“进入高中后，每个科目的学
习难度都在增加，有时很难花大
量时间来读名著。”海口一所中学
的高二学生陈磊（化名）说。“上高
一时，老师在语文课上引导我们
学习《乡土中国》和《红楼梦》。截
至目前，我只将这两本书粗略翻
了一遍，并根据教辅材料的引导
学习书中的核心概念、人物关系
和主要内容，还没有时间全部读

完。”
除了部分学生“没时间读”，我

省一些语文教师也表示，随着高考
语文难度不断加大，教师们在课堂
上除了要完成课文教学，还要加强
学生在语言基础文字运用、文言
文、诗歌鉴赏、作文写作等方面的
训练，课时安排非常紧张，无法在
课堂上引导学生读完整本书。

“为了督促学生把《乡土中国》
和《红楼梦》两本书读完，我们将阅
读任务贯穿在课余时间和假期
中。”海南华侨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徐永清介绍，高一新生入校前，该

校就会向他们推荐阅读书目，引导
学生利用暑假提前阅读《乡土中
国》，“高一寒假时，我会给学生们
布置阅读《红楼梦》的学习任务，并
且要求他们边读边写读书笔记。”

除了没时间读，读不懂也是
部分高中生进行“整本书阅读”时
遇到的问题。“《红楼梦》里人物关
系错综复杂，还穿插了很多古诗
词、楹联、戏曲等知识，我读起来
很吃力。《乡土中国》字数虽然不
多，但因为是学术著作，很多概念
不好理解。”陈磊说。

此外，还有教师透露，对于部
分学生来说，完成“整本书阅读”
任务耗时较多，短期内对于学习
成绩的提升不明显，这也是“整本
书阅读”推广不易的原因之一。

“整本书阅读”推广遇阻
教师教学任务重、学生有畏难情绪

改变碎片化阅读习惯
“整本书阅读”成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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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中语文教师韩
雪萍为学生讲解《乡土中国》。

受访者供图

海南中学高二（10）班学生在上阅读课。 通讯员 陈星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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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长滨小学学生在学校中
医药文化科普基地为金银花浇水。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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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口市龙岐小学四年级学生在
校园里开展劳动实践。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