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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其
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和高考中具有重要地
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赤
壁怀古》、《赤壁赋》等经典篇章均被选入高
中语文教材必修课文。对于高中生，要想透
彻理解苏轼的文章作品，必须要以科学的教
育方式，引导他们掌握合理的分析诗文策
略，提高诗文分析能力，提升语文素养。

一、由人及文的方法，是准确理解和把
握诗文的第一步

要准确理解一篇作品，就必须先了解作
者，先解人，再解文。一般而言，理解人，要
理解三个方面，一是作者所处的时代，二是
作者的文化素养，三是作者的人生经历。

当然，由人及文的方式不是万能的教学
模式。在实际语文教学中，很多老师无论遇
到什么作品都是先作者简介，然后讲文本，
最后说明文章写作背景。这种程式化的教
学模式，其实是一种误读和滥用，长此以往，
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无味，毫无新意。所以，
在使用过程中应避免程式化运作，争取灵活
运用。在运用时，要注意两点。一是背景的
缺乏导致文本解读的困难或歧义。例如《念
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樯橹灰飞烟灭”一句，
有的版本写成“强虏灰飞烟灭”，对于这两种
说法好像都很有道理，但肯定的是当时苏轼

只用了其中一种，那么到底哪种用法更符合
苏轼的本意呢？这样就需要介绍一下作品
的内容背景以及当时作者的写作状态，让学
生能从作品内容本身和作者的写作情感角
度，做出自己合理的判断。二是背景的介绍
利于理解作者复杂的思想感情。例如《赤壁
赋》，文中作者有喜有悲有旷，一时让人难以
捉摸作者到底在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情感，
这就需要加入适当的背景陈述，了解了苏轼
当时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况，就不难理解他
悲喜交加的情感。

二、由此及彼的方法，是增强诗文理解
的重要方式

所谓由此及彼，是指学生在学习一篇文
章特别是古诗文时，不要仅仅局限于这篇文
章本身，要把与这篇文章相关的其他诗文作
为对照或补充材料，从而加深对文章的理
解。

其实每个人在实际阅读过程中，都会不
知不觉的或多或少的由一篇文章联想到另
一篇文章。比如我们读到苏轼的“明月几时
有，把酒问青天”可能就会想起曹操“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读到“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古风流人物”可能会想起杨慎的“滚滚长江
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当然，这种联想和
读者的阅读积累和人生阅历有紧密联系，譬

如读者没接触过曹操和杨慎的作品，也不会
产生上述联想。其实这里面揭示出一个问
题就是文本借鉴法可从内和从外两方面来
运用，从内就是学生自身阅读文本而产生的
联想，这种联想是不可控的，没有共性的，因
人而异的；我们常常会将《卜算子·黄州定惠
院寓居作》和《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比
较教学，这其实是一种“从外”的运用，因为
如果不是教师刻意引导，学生自身很难把两
篇作品比较学习，相互借鉴，但这种运用是
可以掌控的，只要正确引导和讲解，学生都
会使用，并且效果也会比学生的自我联想好
得多。

三、由象及意的方法，是提升诗文赏析
水平的关键环节

“意象”一词，是中国文学特有的一个
概念，很早就出现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所谓
意象，就是沾染成渗透了诗人情感而有所变
形的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的融合。

苏轼尤为擅长以“梦”为意象进行创作，
在他两千多首诗和356首词中，含“梦”字的
有 352 首，尤其是涉梦词，占的比例更大。
在这些涉梦词中，大部分是在黄州所作。根
据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苏轼在黄州期间
作词 48 首（包括元丰七年苏轼所作《西江
月》），其中就有 11 首，占 23.4％，即：《西江

月·世事一场大梦》、《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
苏》、《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江城子·梦
中了了醉中醒》、《满江红·忧喜相存》、《念奴
娇·赤壁怀古》、《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满
庭芳·三十三年》、《醉蓬莱·笑劳生一梦》、

《十拍子·白酒新开九醖》、《西江月·别梦已
随流水》。

苏轼涉梦作品中的梦一般分两类：一是
真梦，即记梦之作；二是喻梦，即梦喻之作。
元丰五年七月，苏轼和友人同游赤壁，作

《念奴娇·赤壁怀古》：“人生如梦，一尊还酹
江月。”一般认为，苏轼“人生如梦”有两层
含义：一是古今如梦，二是浮生如梦。苏轼
通过直接描写梦境或者以梦为喻体，把人
世之事比作梦境，以此来抒发内心的情
感。相对于之前其他作家的涉梦诗词而
言，苏轼的涉梦诗词无论在题材上还是表
达情感上都有很大的革新。在宋代词坛
上，晏几道是写涉梦词的第一人，众所周知
的是他的《鹧鸪天》，词人以女子的口吻抒
发自己的相思之情。然而，苏轼在涉梦词中
是以自己的口吻写自己的事情，抒发自己的
情感，借我之事抒我之情，主观意识增强。
苏轼虽然写“梦”，也说“世事一场大梦”，但
不沉溺于梦境，他能“梦中了了醉中醒”，在
梦中觉醒。

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

举行广播体操比赛
本报讯 通讯员刘泉水、王燕萍报道 11月1

日下午，咸宁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在该校行政楼前
举行教职工第九套广播体操比赛。

据了解，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咸宁市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提高教职工身体素质，该校从2017年
4月11日开始组织全校教职工学习第九套广播体
操。

本次参赛以工会小组为单位，共有11支队参
赛。此次比赛既是对该校群众性文体活动的一次
检阅，也是对该校团队精神、拼搏精神的一次考验，
更是对健康中国，全民健身运动的一次总动员。

咸安教育局

开展结对帮扶活动
本报讯 香城都市报记者夏咸芳、通讯员金志

权、吴秀芬、钱娟报道：为充分发挥省、市级示范幼
儿园的示范辐射作用，促进学前教育均衡发展，咸
安区教育局开展了“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为主题的
结对帮扶活动。

10月10日至10月12日咸安区中心幼儿园园
长和老师一行5人分别来到双溪桥镇中心幼儿园、
汀泗镇中心幼儿园和贺胜桥镇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为期三天的结对帮扶“送教下乡”活动。

本次活动安排了美术教研课和集体户外游戏
培训。青年教师李茜、杨阳带去了中班美术活动浸
染画和叉子拓印画教学。两位老师运用教育新理
念，活动设计生动活泼有趣，充分激发幼儿参与作
画的自信心和创造力，让在场的所有老师备受感
染。业务园长胡子菲、教研主任钱娟亲自组织乡镇
老师开展了户外活动培训，以圆圈类体育游戏为
主，从理论到实践深入浅出的讲解，启发了老师们
组织户外游戏的技能技巧。

咸安区

召开小学片教学质量分析会
本报讯 通讯员谢芬、曾伟报道：10月12日下

午，咸安区召开2017-2018年度小学片暨教学质量
分析会。小学片区教研片长、乡镇教育总支业务
员、片区所属学校校长以及区教研室全体教研员共
计66人参加会议。

会上，小学组全体教研员分别就本学科教研工
作现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解决的思路和对
策，与校长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气氛严肃而
热烈。同时，对2016-2017年度春、秋两季小学语、
数、外抽考质量进行了分析。

为了加强骨干教师、优质学校的辐射引领作
用，会上下发了《关于小学教研片划分及调整教研
片片长的通知》，40所小学划分为4个教研片区，每
个片区包含1所中心学校和若干所农村薄弱学校，
中心学校的校长也是片区片长，带领片区内9所学
校共同开展集体备课、校本教研、课题研究等教学
研究活动，校校携手，教研相长，实现让优质学校更
优、薄弱学校变优的目标，从而促进城乡学校教学
质量共同提高。

市直机关幼儿园师生

参加学前教育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阮琳报道：10月 21日至 22

日，一场关于《幼儿园游戏化教学与课程游戏化研
讨会》在湖北科技学院学术报告厅紧张进行，这是
来自上海星晨学前教育培训中心的专家们为我省
500多名幼教工作者带来的创意与智慧的教育视听
盛宴。

此次研讨会，是上海星晨学前教育培训中心首
次在咸宁举办全省的幼教培训活动。教育专家们
带来了七节精彩的教育活动与四个教育讲座与大
家分享，市直机关幼儿园部分班级幼儿有幸参与到
观摩活动中，与专家一起游戏、互动、探索。

观摩活动中，市直机关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思维
活跃，语言表达完整清晰，互动探索积极踊跃，部分
孩子的表现可圈可点，赢得了现场听课老师们的阵
阵掌声。专家点评中，教育专家们也肯定了该园幼
儿习惯常规好，整体发展均衡,课程建设落到了实
处，真正让孩子快乐自信地在成长。

赤马港营里小学学生

向街头不规范文字说不
本报讯 通讯员刘騉报道：“你看你看，这个豆

浆店里招牌上写的现磨豆浆的“现”字，明显写错
了”。赤马港营里小学六年级的戴彩云指着街对面
的豆浆店对身边的同伴说道。

原来，这是日前赤马港营里小学学生在老师的
带领下，走上街头认真查看沿街名称、商标、牌匾
及其广告、宣传用语的用字规范状况所出现的一
幕。

本次活动查找的目标主要是出现在店面招牌、
广告牌、标价牌、宣传标语等各类文字载体上的不规
范用字。活动中，同学们纷纷用相机记录下不规范
用字，并提醒物主及时纠正。

赤马港营里小学校长何家兴表示，今后会不定
期举行类似的活动，让孩子们学会正确使用汉字，尽
量告别错别字，不用不规范的简化字。

浅谈“苏轼高中篇目”教学策略
湖北省鄂南高中 陈俐含

对于幼儿园组织的这次户外活动，家长们赞不绝口。
当日，家委会成员陆女士说，这次活动让孩子们开阔

了眼界，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意志，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
动。

“开阔孩子的视野，增长孩子的见识，锻炼孩子的意
志，就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佘朝霞称，秋天丰富而多
彩，是个丰收的季节，是个充满喜悦的季节，更是个处处
都蕴涵着教育契机的季节。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大自然
是孩子们最广阔的教室，赋予了孩子们取之不尽的源
泉。在金色的秋季，让孩子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去增
长知识，开阔眼界，启迪智慧，让孩子在大自然这个知识
的海洋里遨游成长；在快乐秋游中，锻炼意志，培养团队
意识、增进同伴与师生间的友情。

佘朝霞颇有感触地说，这次活动让她看到了孩子们
坚韧、独立的一面。“那么远的路程，孩子们坚持走完了，
没有哭也没有闹，真是了不起。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孩
子，他们的潜能是巨大的。家长和老师都要更好地引导
他们，挖掘和激发他们的潜能。”

“这次活动，是我们继九月份开展打桂花活动后的又
一次重要的户外活动。”佘朝霞介绍，九月份，该园300
余名师生在咸安区桂花镇开展“走进桂花之乡”社会实
践活动，以体验咸宁传统习俗——打桂花。活动同样是
让孩子走出校园，亲近自然，感受家乡的美好，培养孩
子们热爱家乡的情感。

据介绍，近年来，在教育课题研究工作的引领下，该
园围绕本土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
全方位地接触家乡的风景名胜、特色小吃和特色建筑等，
感受家乡的美，培育孩子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的情结，受到家长和教育界的一致好评。

多彩活动，
展现实践之美

10月31日，是一个秋高气
爽、阳光明媚的日子。

这一天，市交通实验幼儿
园的三百余名师生，来到向阳
湖湿地花海，开展“畅游湿地
花海，领略故道风光”活动。

徜徉于“花花世界”里，孩
子们仿佛投入了花的怀抱，尽
情享受秋天的味道。

在这里，他们寻找美，发
现美，感受美，同时也创造美。

当天早上八点，该园小班七个班级的孩子，穿着
各自的班服，戴着黄色的小帽，在老师的带领下，经
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后，到达目的地——向阳湖湿
地花海。

一进花海的大门，孩子们就被一眼望不到尽头
的五彩斑斓的鲜花吸引。他们在花丛中的小路上穿
梭，好似小蝴蝶在花丛中飞舞。他们不时地发出感
叹：“哇，好多花啊！”“哇，好美呀！”那萌萌的神情，惹
得游客们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为他们拍照。

老师们不失时机地为孩子们传授知识。“宝贝
们，我们来找找看，这里有哪些颜色的花呢？”话音刚
落，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抢着回答：“红色、黄色、紫
色……”

在一大片鲜艳的鸡冠花前，老师告诉孩子们，
“这是鸡冠花。它很像大公鸡的鸡冠，对吗？”“对。”
多么神奇的“鸡冠”啊，孩子们忍不住用手去摸一摸，
用鼻子去闻一闻。

孩子们沿着弯弯曲曲的花径行走，每到一个品
种的花前，老师就会引导孩子看一看花的形状和颜
色，摸一摸花的叶子和花瓣，闻一闻花的味道，为孩
子们传授植物的小知识。

当一群南飞的大雁从头顶的高空中飞过时，孩
子们感到很新鲜。“那是大雁。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了，大雁要飞到温暖的南方去。等到明年春天，大雁
就会飞回来。”老师的话，让孩子们兴奋，他们抬起
手，朝大雁喊着：“大雁再见，我们等你们回来。”

小一班班主任阮涛介绍，当天，孩子们对花朵的
颜色、形状有了一定的认识，也知道了万寿菊、百日
菊、四季秋海棠等多种花的名字，最重要的是，孩子们
感受到了集体活动的乐趣，增强了合作意识。

畅游花海，
领略秋天之美

在花的怀抱中，孩子们跳着跑着，满脸笑容，充
满活力，灿烂得为这美丽的天地更添了几分光彩。
11点半，收获颇多的孩子们，带着满满的幸福启程回
幼儿园。

下午3点，在幼儿园的草坪上，老师组织孩子们
进行了有趣的集体活动——手工制作。让孩子们用
手中的材料，描绘心中最美的花朵，从而感受创作之
美。

孩子们分班级围坐一团，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
地操作着。小一班和小七班的孩子们将棉花揉搓成
团，用胶水粘贴在画板上。“中间是花蕊，旁边是花
瓣。”老师提醒着，孩子们一点一点地粘贴着。粘贴
好后，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用画笔画上茎秆，一
朵雪白的蒲公英花就从画板上长出来了。蒲公英在
色彩斑斓的画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好看。

小二班的孩子们用纽扣在画板上贴出了一朵朵
美丽的小花。小三班的孩子们将装有颜料的喷壶喷
在树叶上，做出了一幅幅树叶喷画。小四班的孩子
们做的是瓶花。小五小六班的孩子们用花泥做粘贴
画。每班内容不一样，但都围绕“花”的主题。

当日，该园党支部书记佘朝霞介绍，每一朵花都
是美丽动人的。在向阳湖湿地花海，每一朵色彩艳
丽的花，每一片翠绿的叶子，与蓝蓝的天、金色的太
阳相映相辉，搭配得那么和谐、美妙。孩子们在花海
中畅游，虽然无法用更美妙的语言来形容花的美，但
能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花的美、秋天的美。

“因此，我们组织了这次手工集体活动，让孩子
们自己动手，将自己心中最美的花展现出来。”佘朝
霞说，这样也能让孩子在寻找美、发现美、感受美之
后更好地认识美。

当花朵遇上花海
——市交通实验幼儿园师生向阳湖花海社会实践掠影

文/记者 马丽 图/记者 陈红菊

巧制手工，
感受创作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