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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文言文教学的问题、
原因及对策
邵红梅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郑州，４５００４４）
摘 要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言文教学是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方式。目前，
高中文言文教
学存在枯燥乏味、
高耗低效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通过对广东省高中语文教材和广东省高考语文大纲文言
文部分进行分析研究，
寻求导致学生厌恶文言文的原因，并且对其解决方法进行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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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中文言文教学的问题
文言文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
高考重点考察的知识点，因此一直受到高中语文教
师的重视，成为他们的教学重点，但其教学效果一

节。因此，寻找学生厌恶学习文言文的原因，寻求提
高学生学习文言文兴趣的方法势在必行。

二、
原因分析
1．议论抒情类的文言文篇目总数远大于叙事类

直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成为

文言文篇目总数

广大语文教师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1.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不高
课堂上，在正式学习初唐诗人王勃的《滕王阁
序》之前，老师向学生们介绍了作者王勃的生平。当
讲到王勃英年早逝之际，语文老师情不自禁地感慨

下面是以粤教版高中语文五本必修教材为统
计对象所得到的数据：

天妒英才，并询问学生们是否有同感。学生们的答
案却出人意料。“老师，幸亏他早死了，不然还不知
道他要写多少文章和诗歌来折磨我们呢。”虽然这
也许是玩笑话，但是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如今的
高中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已经深恶痛绝到无以复加
的地步了。
2.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效率低下
在语文学习中，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时间占语文
学习总时间的比例最大。以语文早读时间为例，从
高一到高三，语文早读的半个小时，几乎都是用来
给学生背诵文言文，但是学生的学习效果却远远达
不到预期。其具体表现在：第一，学生看不懂课外文
言文；第二，在语文考试中，学生在文言文部分的得
分率很低。

在统计中，文章总数只包括教材中基本阅读、
参考阅读及扩展阅读三个部分中的所有文章篇目。
同时每一篇独立的文章（或诗词）都以一个单位计
入总数，比如教材必修三第 14 课《唐诗五首》，就以
五篇文章（五首诗歌）计入总数。“文言是指以先秦
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
历代文人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语言。”[2] 根据这个定
义，明清时期的白话文小说，比如说教材中的《宝玉
挨打》和《失街亭》等篇目都不属于文言文的范畴。
但是鉴于此类篇目的语言对于今天学生的学习仍
然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作者将此类篇目依旧划入
了文言文范畴。通过分析表 1 可知，高中五本必修
教材中文章数目总共为 129 篇，文言文篇目总数为
49 篇，所占比重约为 38%。
表 1 粤教版高中文言文统计
粤教版

每本教材的

每本教材的

每本教材文言文

语文教材
必修一

文章总数
25

文言文篇目总数
11

所占比重（％）
44

必修二

32

5

15.6

特征。” 由此可知，文言作品不仅是了解中华民族

必修三

31

17

54.8

传统文化的渠道，它还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

必修四

21

9

42.9

必修五

20

7

35

“文言文读本作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精品，古
代文化的载体，它具有所有文学作品所共有的一切
[1]

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还具备提高现代汉语水平发
展的价值。文言文作品本身所具备的重要作用决定
了文言文教学是我国中学教育必不可少的一个环

由表 2 可以看出，文言文总数为 49 篇，其中议
论抒情类篇目数为 36，所占比重约为 73.5%；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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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类别

表 2 文言文类型统计

古代诗文阅读

数量

阅读浅易的古代诗文
1．识记

具体篇目名
《离骚》、
《迢迢牵牛星》、
《短歌行》、
《归园田
居》、
《饮马长城窟行》、
《登池上楼》、
《山居秋
暝》、
《从军行》、
《登高》、
《石头城》、
《锦瑟》、

议论抒情性诗词曲

23

《蜀道难》、
《雨霖铃》、
《声声慢》、
《永遇乐·京
口北固亭怀古》、
《书愤》、
《虞美人》、
《念奴娇·
赤壁怀古》、
《扬州慢》、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双调】蟾宫曲·叹世、
《上邪》、
【南吕】四块玉·

叙事性诗词曲

5

议论抒情性散文

13

叙事性散文

5

别情
《氓》、
《静女》、
《孔雀东南飞》、
《琵琶行》、
【般
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阿房宫赋》、
《赤壁赋》、
《逍遥游》、
《兰亭集
序》、
《季氏将伐颛臾》、
《寡人之于国也》、
《劝
学》、
《过秦论》、
《师说》、
《谏太宗十思疏》、
《陈
情表》、
《游褒禅山记》、
《报任安书》
《晏子治东阿》、
《鸿门宴》、
《段太尉逸事状》、

古典戏曲

《郑伯克段于鄢》、
《项脊轩志》
1 《长亭送别》

古典小说

2 《宝玉挨打》、
《失街亭》

说明：此表格中的分类是以每个篇目的文体和具体内
容为划分标准的。首先根据每篇文章所属的文体划分，再将

默写教材中的名句名篇
2．理解
（1）理解常见实词在文中的含义
（2）理解常见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
常见文言虚词：之、何、乎、与、其、且、若、为、所、焉、也、因、以、于、
乃、者、则、而。
（3）理解特殊的文言现象
特殊文言现象：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
（4）理解并且翻译文中的句子
3．分析综合
（1）筛选文中的信息
（2）归纳文章内容，概括中心思想
（3）理解概括文章作者的观点态度
4．鉴赏评价
（1）分析鉴赏文学作品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
（2）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及作者的观点态度

每种文体划分为议论抒情类和叙事类。古典小说和古典戏

省高考语文试卷中的第 5 题和第 6 题侧重考查学

曲都属于叙事类。

生对特殊实词和虚词的理解，第 7 题和第 8 题侧重
考查学生对文章整体大意的理解。试卷第 9 题的设
置近两年发生了一点改变，由翻译三个句子的模式

类篇目数为 13，所占比重约为 26.5%。后者所占比
重远远低于前者。对于在白话文环境中长大的当代
学生，这样的内容设置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合理

变成翻译两个句子加一个问答题的模式。由于试卷

使用的书面语。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普及白话

第 9 题的得分点都设置在被翻译句子中的个别字
词及句式上，所以该题也可视为是为了考查学生对
重点字词和特殊句式的理解而设置的。由此分析，

文以来，
文言便逐渐退出了社会日常生活。因此，学
生对文言文是陌生的。其二，从文章体裁的层面来

考纲中理解 B 部分的分值高达 16 分，占总分值的
73％。虽然从 2013 年开始，试卷第 9 题试题的设置

说，抒情议论类文言文具有极强的抽象性和逻辑
性，
学生学懂此类文章的难度更大。其三，
从思想内

发生了变化，加入了对文章整体内容理解的试题。

性。其一，
从字词的层面来说，
学生和文言文之间存
在一定的隔膜。文言，
简而言之，是中国古代文人所

容的层面来说，议论抒情类文言作品中所蕴含的情
感感悟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
“词穷而后工”
是中国

但是其总分值依旧居高不下。从高考试题的分值比
例可以看出，高考语文过于侧重对单个文言字词的
考查。这样的考查方式不仅将整体的文言作品零散

古代文学的传统。古代文人那种历经人世沧桑之后

化，而且导致了文言文教学的零碎化和文言文教学

的悲凉凄恻与豁达淡然对于未经世事的中学生来
说显得过于深奥。
2.语文高考偏重于对单个文言字词的考查
下面表框里的内容是广东省高考大纲之语文
大纲中关于文言文的考纲。

文学性和文化性的缺失。
3.零碎化的文言文教学方式忽视了文学文化的
教授和传播
某种程度而言，零碎化的教学方式是由语文文

从考纲的要求来看，理解部分主要是侧重对文
言文个别实词、虚词及特殊句式的考查。作者分析
了 2012、2013 及 2014 三年广东省高考语文文言文
试题，
发现文言文阅读的总分值固定为 22 分。广东

言文考查的方向决定的。为了提高学生的高考成
绩，语文教师必须在课堂上向学生反复讲解常见实
词的意思、
18 个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及如何翻译特殊
句式等零散化的问题。但是，这种教学方式有很大
的弊端：第一，零散化的教学方式阻碍了学生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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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作品的整体理解。其一：中国文字博大精深，一个

在学习《鸿门宴》等叙事类文章的时候，学生会表现

实词往往有多重解释，一个虚词也常常有多种用
法。记忆这些重点虚、实词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耗时

出极强烈的热情。在阅读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学生
们的思想必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间接的

间的任务。当今文言文教学过于侧重对这部分知识
的教授与考查，学生很难再分出时间和精力去钻研
文言作品的其他问题。其二，学生习惯于浅尝辄止，
不会主动去探讨整部文言作品的思想内涵。零散化

教化比抽象空洞的说教更加容易让学生接受。
2.强化文言文教学的文学性和文化性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赋予了文字特殊的意
义。因此，注重文化常识的教授，更加有利于学生对

的文言文教学方式暗示着学生，他们只要记住这些

基本文字和文章的理解。以中国汉字“武”为例，

实词和虚词就已经算是学好了文言文。第二，零散
化的教学方式挫伤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说文
解字是一个比较枯燥乏味的过程，没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作支撑，死记硬背实词与虚词更是一项毫无趣

“武”的基本意思是“武力”
，可是将这个字拆开来
看，就是“止”加“戈”，意思就是停止争执和战争的
意思。这不是和“武”
的基本意思相违背的吗？但是
如果学生能够理解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爱好和

味可言的任务。而且，由于文言实词，尤其是虚词，
与现实生活相脱节，学生很难对其保持长时间的兴

平、不崇尚武力的民族，明白中国古人采用武力的

趣。学生一旦丧失了对文言文的基本兴趣，就不会

解透这个字的意思了。“文言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是
吸收祖国语言文化这份宝贵的遗产，培养高雅的审

再去自主研究文言作品的内容和思想。

三、解决对策
1.增加叙事类文言文的篇目数量
在高中语文教材中，增加叙事类文言文的篇目
数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还可以
实现文言文教学的目的。
第一，叙事类文言文本对学生更有吸引力。在
众多文学体裁中，小说和戏剧是最受读者欢迎的两
大类。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瑰丽奇幻的新世界，都是吸引读者，尤其是正处在
青春年华的青少年们的法宝。
第二，叙事类文言文学习难度更低，符合维果
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认
为学生的发展水平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学生已有
的水平，即学生独立自主活动时所能达到的解决问
题的水平；第二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即学生
在获得外界帮助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解决问题的
水平。这两种水平之间的差异就是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教学内容的难度应该以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为依
据，只有这样的教学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能力发
展。相比议论抒情类文言文，叙事类文言文更加符
合这一理论，
更加适合中学生学习。
第三，叙事类文言文能够承担起思想教育的功
能。教育的目的是塑造人，所以思想教育是教学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文以载道”
的中国文学传统
不仅渗透在散文和诗歌中，也渗透在小说中。相比
散文和诗歌，小说这一文学形式更加受学生的欢
迎，
因为它的形式和内容具有更强的吸引力。比如，

目的是为了保护和平，那么他们就能够很容易地理

[3]
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文言文首先是
‘文’
，而不是

文言词句的任意堆砌，理解词句的着眼点在于更准
确、更深入地把握文意，教学文言应处理好词句和
文的关系。”[4]
3.突出语文的工具性与思想性
语文学科是兼有工具性和思想性的学科，因此
语文教学必须兼顾语文基础知识和思想文化的双
重传播，大部分语文老师认同这一说法。中国古代
很多杰出的文人都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文章要言
之有物。而综观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几乎每
一篇文章都具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以王安石的
《游褒 禅 山 记》为 例 ，作 者 王 安 石 在 文 章 中 所阐
述的“此所以学者不可不深思慎取之也”的治学道
理，对于身处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学生具有更加重要
的警示意义。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文化浓缩的精华。只有激发
出学生的学习热情，我们才能提高高中文言文教学
的效率，实现文言作品的价值最大化。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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