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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校中文系学生的文学素养反思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 ＊
陈利娟 1 张利钧 2
（１．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２．山西大同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摘 要 迫于高考的压力，高中语文中的外国文学处于边缘地位，不受师生的重视。须想改变这一现状，须从以下四
个方面努力：改变教学理念，加强审美教育；运用体验式教学，激发学生兴趣；开展第二课堂，挤出阅读的时
间；加强对阅读的指导，
提倡深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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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的今天，整个世界

越合理化，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外国文学在中

已经连成一个整体。特别是随着信息化、网络化时
代的到来，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跨文
化语境已经是我们所有的文学教学与研究者以及

学语文中的边缘地位。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现状，让
外国文学真正走进老师学生的心中，引起他们的重
视？高中教育可以试着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努力。

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样极具挑
战和考验的时代，如何把学生培养成适应社会需求

一、
改变教学理念，加强审美教育

的视野开阔、知识丰富的高素质人才，是我们广大

一直以来，语文教学担负着能力培养和思想道

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十分迫切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
世界各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融汇了世界各民族
文化的精髓，在陶冶学生情操、开阔学生视野、丰富
学生的知识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应受到广

德教育的双重任务。著名的特级教师于漪指出：
“学

大师生的喜爱和重视。然而根据笔者和同行们多年
来的观察，以及在本校中文系大一学生中展开的调

就强调：“注重全面提高中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高
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康个性，

查，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太乐观的结果：大一学生对
学名著极其有限，看过的相关影视作品也较少。
显然，大一学生的文学素养亟待提高，知识结

形成健全人格”［３］。《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也指出：
“高中生学习鉴赏中外文学作品，可以接触外国优
秀文学传统，培养尊重多元文化的态度，增强文化
［４］
意识，提高文艺理论修养”
。如上所述，我们看到教

构不合理，古今中外中的“外”这一环节非常薄弱，
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阅读得非常少，而且没有养成

育界的专家们已经深深地意识到审美教育的重要
性。在陶冶情操、净化心灵方面，即在审美教育领

良好的阅读习惯。特别是在中学阶段，他们渴望阅
读的愿望屡屡被打击、挤压，他们没时间也没机会
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现行的考试制度很不利于外

域，外国文学将会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选入高中

外国文学接触得非常少，他们仔细阅读过的外国文

国文学作品的教学”［１］，高考的指挥棒具有绝对的权
威性，迫于高考压力，教师学生都很无奈，每天奋战
在书山题海中，
偶有阅读，
也参照考试的重点。外国
文学的试题在考卷中所占比例极小，所以学生无暇
顾及，除了个别对外国文学名著很感兴趣的，会在
假期偶尔读读，也往往读的是简写本。在高中阶段
外国文学就处于这样尴尬的地位，尽管专家学者们
看到了这些弊端，不断地尝试改革，中学语文教材
中也编入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编排也越来

语文就是学做人，伴随着语言文学读写听说的训
练，渗透着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２］
早在 ２０００ 年教育部颁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中

语文课本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专家们精心挑选出
的名家名篇，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品，能够给正
在成长中的中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养料，既能开阔
他们的视野，又能陶冶情操、怡情怡性。
迫于高考的压力，外国文学作品未能真正走进
广大师生的视野，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因为思想
很难在高考试卷上体现，所以老师在有限的课堂上
更注重的是知识的传播和灌输，不太重视思想的培
养。然而高中生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好奇心强烈，
求知欲旺盛，他们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期，
思想心智都不成熟，极易受到外界的不良影响。所

* 该文为山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2 年度课题“体验式教学在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GH-12060）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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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何让他们远离诱惑健康成长，是广大教师和家

只是播放其中的经典片段也是不错的选择。总之，

长们最关心也最头疼的问题。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
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要想把中学生放在温
室里，
“与世隔绝”
起来，是绝对不可能的。

通过听、看、演等各种形式让学生走进作品，进入角
色，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体会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感受愉悦、欢畅、痛苦等各
种情绪，同时让心灵得到净化和陶冶。在阅读、表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广大教师该如何应对
呢？如何才能使学生远离污染呢？一些家长和老师
采用“堵”的方式，即禁止使用或者没收手机。但是
我们知道，
“堵”不如“疏”
，广大教师应行动起来，积

演、观看的过程中，学生会不断地思考、发现问题，
通过大家讨论或老师点拔得以解决，学生会感受到

极干预，采用“正强化”的方式，给这些急需指引的
中学生及时的、正面的指导。语文首当其冲要担负
起思想教育的重任，这就要求语文老师们改变传统

兴趣。笔者有过这样的经验，布置了一次作业，
让学
生分组表演一段外国戏剧的片段，１５￣２０ 分钟，剧本
自由选择。准备了一段时间以后，在课堂上表演。大

的教学理念，不能再“轻”思想，要发挥好外国文学
在审美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用鲜活的形象、丰富的
情节、高尚的思想、优美的语言来感染人、教育人，

家选的剧本有《罗密欧与朱丽叶》、
《无事生非》、
《悭
吝人》、
《李尔王》等，同学们热情高涨，积极性很高。
一些平时很内向、沉默寡言的同学，上了台非常入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美的熏陶，培养学生高尚
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只有让学生懂了对与错、
是与非、美与丑的分界，有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才是

戏，让大家刮目相看。同学们还制作了简单的道具：
纸做的胡须、
纸卷的长剑等。最后，我们一起评出了

从思想上从根本上筑起了防腐拒变、拒绝污染的坚

奖。同学们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还会有。

固堤坝，也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二、运用体验式教学，激发高中生对外国
文学的兴趣

成就感、收获感，自然会激发出他们对外国文学的

最佳表演奖、最佳创意奖、最佳音乐奖和最佳道具

三、
开展第二课堂，挤出阅读的时间
高中生升学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每天三点一

常言道，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
“知之者不如好

线，来去匆匆。课堂上老师只能精讲精练，讲重点，
这样在课堂上师生共同学习的外国文学作品非常
有限。为了扩大学生的阅读量，高中教育定要开展

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
如何才能使外国文学教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
果呢？首先要千方百计地激发出学生兴趣，可以尝

第二课堂，每天抽出半小时或一小时，来“快乐阅
读”
，读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作为对课内学习的必
要补充和有力延伸。尽管高中生的时间非常宝贵，

试把体验式教学引进高中语文的外国文学课堂。

但整天埋头苦读，疲惫的神经也需要适当的放松，

“体验式教学是以人的完整的生命发展为依归的教
学，它带有强烈的情感成分，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

枯燥的题海奋战之余也需要点调剂，常言道“磨刀
不误砍柴工”，读几首优美的诗，读一段故事，既能

在学习中投入着情感、滋润着情感、陶冶着情感，通
过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感受生命的涌动，成为既
具有知 性 、理 性 ，也 充 盈 着 灵 性 与 感 性 的 整 体 的
人”［ ５ ］ 。体验式教学注重让学生亲自参与，获取直接

放松身心，又能感受一下异域风光，同时还接受了

经验。体验式教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引发学生的情感
体验，
强调寓教于情。
具体到高中课堂上，教师可以采用灵活多变的

的，动力不足的，对这些学生来说，
“快乐阅读”就显
得更为重要了。给他们必要的指引，把他们的精力
和激情引到吸收优秀的世界文化遗产上来，引到多

教学形式，如阅读、讨论、辩论、表演等形式，也可以
运用现代化多媒体设备，让学生观看影片，给影片
中的经典对白配音等，加强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

姿多彩的文学世界中来，增加正能量，而不至于把
时间用在游戏和粗制滥造的网络小说上，以至迷失

形象性和学生的参与性。外国文学名著学生接触得
很少，而且有文化的差异，学生读起来有一些困难，
而高中生的时间又非常宝贵，很难有大段时间来读

老师要结合重点讲读课文，同时要给学生推荐
阅读书目，如：学习了普希金的《致大海》，可以推荐
学生阅读他的《自由颂》、
《致察尔达耶夫》等诗篇，

整部作品，所以播放一些经典名著改编的影片或者

结合这些更深入地体会“俄罗斯诗歌的太阳”
——
—

美的熏陶，汲取了精神养料，一举多得，何乐而不
为。而且高中生群体中，也有个体差异，不是所有的
学生都有明确的目标、远大的理想，也有一些贪玩

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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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诗歌特色，感受蕴含在其中的深沉、激烈

论，解决问题，教师要做好组织工作，鼓励学生大胆

的诗情，
以及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学习裴多菲的《我
愿意是激流》，推荐学生背诵他的另一首诗《自由与
爱情》，也可以与舒婷的《致橡树》作比较阅读，让学
生领略中外爱情诗的不同风格以及诗中所反映的

发言，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最大限度地开发
学生的潜能，实现教学相长，这一环节教师要因势
利导、画龙点睛地进行点拨和评价，提升阅读的深
度。如对《浮士德》的总结，分析作品中的哲学思想，

不同爱情理想。也可以把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
丽叶》，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名篇放在一
起来阅读，感受作品中主人公对爱情的真诚、执着、

歌德的悲剧意识，解释“宗白华指出《浮士德》是近
代人的《圣经》”的含义等。５．学生总结，写出心得体
会。在阅读中努力做好这五个环节，日积月累，
坚持

奉献、克制，帮助这些青春萌动的中学生树立正确
的爱情观，理解爱的真谛，不要亵渎这纯洁高尚的
感情。学习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可以给学生推

不懈，益处多多。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归纳和
概括的能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口头表达
能力和写作能力。当然这种深度阅读对教师的文学

荐其他几部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如普鲁斯特的
《追忆似水年华》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品味这
一流派的特点，感受它与传统文学的不同，从而初

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也可以借鉴阅读心理学家佛朗西斯·鲁滨
逊的阅读技巧，他是这样阅读的：１．探查：迅速阅读

步认识一下文学发展到现代主义之后对传统的疏

标题、
主题句和结论，看一看思考题。２．提问：把标题
或主题句变为问题，自问：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什么？文章中重要的细节和材料

离和它在艺术上的新的开拓。总之，通过开展第二
课堂扩大高中生的阅读量，在学生面前展开一个广
阔的丰富多彩的异域世界，这些真实可感的形象远
比抽象的说教更具说服力，更容易让人不经意地接
受。著名的戏剧作家莫里哀曾指出：
“喜剧的责任是
［６］
在娱乐中改正人们的弊病”，我们可以这样说，
优秀

是那些？３．通读：抓住重点，尤其是要寻找自己提出

的文学作品是在愉悦中充实人们的心灵。

者专题阅读法等，具体的阅读法可以根据教学的实

提倡深度阅读
四、加强对阅读的指导，
有了阅读的兴趣和阅读时间后，怎样才能更加
高效地阅读呢？教师有必要加强对阅读的指导，提
升阅读的效果。阅读可以分为粗读和精读。粗读，就
是泛泛而读，把握大意，不求甚解，主要是扩大阅读
量；
精读，要细细地读，
反复地咀嚼、
体味。精读要做
到以下五个环节：１．指定具体的阅读书目，列出思考
题，
即提出阅读的预设目标。如阅读《浮士德》，可以
让学生思考：概括浮士德追求和探索的几个片段，
浮士德精神，浮士德形象的象征意义，作品中包含
的哲学思想等。２．带着问题阅读，积极地思考，努力

的问题的答案。４．不看书或不看笔记回答问题。５．从
整体上把握全文的思想观点［７］。
另外，也可以采用分析阅读法、比较阅读法或
际灵活地选择。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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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文章的结构、大意、人物形象、艺术特色，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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