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韩世文 电话：010-82296730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现代课堂2018年6月1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5版周刊

虚实之间 诗意盎然

好课实录·特级好课堂③

特级档案
特级简介：张利娜，河北省高中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河北省模范教师、优秀班主任，“河北省名

师张利娜工作室”主持人，现任教于河北省邢台市第二中学。

好课主张：高品质的思维成就高质量的语文课。高中语文课堂应该是思维碰撞之所在，没有深度思考

的语文课堂是有缺憾的。课堂上，教师要努力引导学生在感性材料的基础上认识事物的本质与内在联系，

从而提高思维品质。好的语文课要努力达成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进而实现生生、师生之间的对话；以文本

为依托，在多层对话中归纳、提炼，去粗取精、由表及里，达到举三反一、灵活运用的目的。

执教内容：诗词鉴赏之虚实结合与想象手法 执教教师：河北省邢台市第二中学 张利娜

欣赏诗词往往要借助想象之翼，

体味诗人创作的精巧构思，跟上诗人

思维的跳跃，在中国古典诗词的虚实

转换之间，走进别有洞天的诗境。本

节课主要通过几类诗词的组篇品读，

学习古典诗词中运用虚实结合的技巧

而成的几种经典创作和构思方式，提

高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加深其对古

诗 词 乃 至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热 爱

之情。

师：大家请看幻灯片（出示幻灯：

齐白石先生的画作《蛙声十里出山

泉》，该画作为齐白石先生 91岁时，为

文学家老舍所画），上面展示的是一

幅水墨画，请仔细观察，那几个黑色

的小逗号是什么？你能为这幅画作

命个名吗？

生1：蝌蚪，小蝌蚪找妈妈。

师：很有童真童趣！除了黑色的

小蝌蚪，大家还看到了什么？

生2：还有水，应该是一条山间的

小溪。

师：很好，你能用这两个构图的要

素为这幅画命名吗？

生2：山溪蝌蚪图。

师：还有么？

生3：溪涧游蚪图。

师：不错，比第一个名字多了一种

动态美。

师：把咱们的命名与“蛙声十里出

山泉”对比一下，你更喜欢哪一个？说

说理由。

生 4：我更喜欢“蛙声十里出山

泉”，这个名字更让我们浮想联翩，由蝌

蚪联想到青蛙妈妈，或是小蝌蚪顺流而

下，会长成青蛙。“十里”的蛙声顺着山

泉流出来，引人遐想，还很有诗意。

师：解读得很到位，“山溪蝌蚪图”

太写实了，限制了我们的想象，“蛙声

十里出山泉”却能很好地引发我们的

想象……

其实这幅画的诞生过程很有趣，

老舍先生先选定了“蛙声十里出山泉”

这句诗，让齐白石先生依诗作画。齐

白石先生运用想象和虚实的技巧创作

出了这幅经典之作。我们今天不谈这

段文坛、画坛的佳话，而是要学习诗词

鉴赏表现手法的一个难点——想象、

虚写以及诗词中常用的虚实结合表现

手法。

大家来看，这里面“蝌蚪”是实写，

蛙声是虚写，由此大家对实写、虚写的

概念是不是有一些认识了呢？我们一

起来明确一下虚实的概念。

（出示幻灯）“实”：客观世界中存

在的实景、实事、实境，是可以通过视

觉、听觉等感觉捕捉到的部分；“虚”：

指主观意识中存在的情感、设想、梦境

等，是通过诗人主观想象得到的部

分。（学生齐读）

师：我们看到，虚写的手法离不开

想象。其实，高中所学的诗歌运用虚

写手法的例子有许多，大家能找出哪

些运用想象和虚写的典型例子？为尽

快聚焦，我来给大家指定篇目：第一

篇，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你能背诵

这篇诗作里典型的想象和虚写的句子

吗？（出示原文）

生5：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

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

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

人兮列如麻。

师：你为什么选了这句？

生5：因为这是李白梦到的，写的

是神仙世界，是他想象的景象。

师：很好！梦中之境，神仙世界的

确是超越现实的想象，想象的翅膀可

以带我们从现实飞向天宫。

第二篇，李煜《虞美人》，请你找出

这篇诗作里典型的想象和虚写的句

子。（出示原文）

生 6：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

颜改。

师：说说你选这句的理由。

生6：过去的宫殿应该还在吧，李

煜在想象过去，应该是虚写。

师：不错。回忆过去，确乎不是眼

前所见之实，想象的翅膀又带着我们

从现在回到了过去。

第三篇，苏轼《念奴娇·赤壁怀

古》，请你找出这篇作品里典型的想象

和虚写的句子。（出示原文）

生7：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

飞烟灭。

师：说说理由吧。

生 7：“遥想”说明苏轼在怀想历

史，想象三国英雄周瑜的功绩，所以是

虚写。

师：非常好！回溯想象历史之事，

想象的翅膀又带我们从现在回到了遥

远的历史。

第四篇，柳永《雨霖铃》，请你找出

这篇作品里典型的想象和虚写的句

子。（出示原文）

生8：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

楚天阔。

师：你为什么选择了这句呢？

生8：“念去去”表达的是，想着离

开以后，要面对的前路是千里的烟波，

不可知的前路，是想象的。

师：很好，你再找找还有没有与这

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句子？

生8：还有这篇最有名的句子“今

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

经年，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都是在想象离别后的痛苦。

师：说得很棒！还未分别，已经开

始想象别后的情，想象的翅膀又带我

们从现在飞到了未来。

我们不妨做个小结——课本中学

过的运用虚写和想象的手法出现较多

的形式主要有四种情况：（出示幻灯）

梦中之景、过往经历、历史之事、未来

设想。

师：诗歌作为最简练、最精粹的文

学样式，正是由于虚实结合的巧妙运

用，才在有限的文字中实现了过去、现

在、未来不同时空的组合，从而有了更

丰富的内涵，更深远的诗境……下面，

我们不妨在刚才的基础上再来进一步

探讨诗词中“虚实结合”手法构思的几

种经典方式，从关注诗人构思的角度

学会“几类诗”的鉴赏。

师：诗歌总要将虚写的手法和实

写交织融合在一起，才能更好拓展诗

境，展现更丰富的内涵，现在我们就组

篇分类来鉴赏几组诗，不做细致的逐

一赏析，只把重点放在体会这些作品

运用想象及虚实结合手法构思的特

点。我们先来看三首诗：（出示幻灯）

李白《越中览古》、刘禹锡《石头城》、刘

禹锡《乌衣巷》。

师：从题材上看，大家看看这三首

是什么诗？

生（齐声）：怀古诗。

师：如果你是一位诗人，登临古

迹，万千感慨你会怎样落笔？从诗句

写眼前所见还是追怀历史的角度，选

出以上三首诗中与其他两首不同的作

品，并说明理由。自己先读诗思考，然

后小组讨论。

（学生独学之后，小组讨论）

师：我们请小组代表发表一下自

己的看法。

生9：我们选的是李白的《越中览

古》，因为李白的这首诗前三句都是写

历史上的事，勾践灭吴后的胜利景象，

最后一句是写眼前的破败景象。三句

写历史，一句写眼前。后面刘禹锡的

两首，感觉都是在写现在的景象。

师：这组同学对这三首诗解读得

很到位。那追问一个问题，《越中览

古》 中运用的最典型的手法，也是怀

古诗最常用的手法是什么？

生（齐声）：今昔对比，借古伤今。

师：确实如此。《越中览古》中眼前

古迹为实，想象历史为虚，借助想象和

虚写完成了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镜头

切换，诗歌内容更丰富。刘禹锡的两

首诗好像句句都在写眼前，你能感受

到今昔对比吗？

生10：好像有，因为诗中各有一个

句子“淮水东边旧时月”“旧时王谢堂

前燕”，好像都能联系起曾经的历史。

师：非常好！“旧时月”今月曾经照

古人，“堂前燕”也曾寄居于王谢豪门

之中，两个沟通古今的典型意象让读

者自己在想象之中完成今昔对比，这

种“以实衬虚”的构思刘禹锡用得异常

巧妙。

总之，咏史怀古类作品借助想象

和虚写的手法实现了在眼前、历史两

个时空的穿梭组合，丰富了诗歌内容，

拓展了诗歌意境。看到咏史怀古类作

品，大家要多考虑这种题材作品的构

思模式，帮助理解作品。

好，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类作品：

（出示幻灯）王昌龄《送魏二》、李商隐

《夜雨寄北》。

师：从题材上看，大家看看这两首

是什么诗？

生11：第一首是送别诗，第二首不

太确定。

师：第二首是怀人类作品。

如果是你，面对“黯然销魂”的离

别，除了写眼前的依依不舍，你还会写

什么？可以想象《雨霖铃》除了“执手

相看泪眼”外，还写了什么？

生12：想象别后情景。

师：看看这两首作品中有没有与

之相似的构思？同样要求，自己先读

诗思考，然后小组讨论。

（学生独学之后，小组讨论）

师：我们请小组代表发表一下自

己的看法。

生13：《送魏二》中“忆君遥在潇湘

月，愁听清猿梦里长”应该设想未来离别

后的场景；《夜雨寄北》中“何当共剪西窗

烛，愁听清猿梦里长”应该也是想象未来

重逢的情景，与《雨霖铃》里“念去去，千

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相似。

师：非常好，请大家熟记送别诗中

常用的“设想未来”的经典构思方式。

这类作品同样是借助想象和虚写的手

法实现了在眼前、未来两个时空的组

合，丰富了内容，拓展了诗境。

我们来看第三类作品：（出示幻

灯）白居易《邯郸冬至夜思家》、高适

《除夜》。

师：从题材上看，这两首是典型的

“羁旅思乡”类作品，对比一下这两首

诗有哪些共同点？自己先读诗思考，

然后小组讨论。

（学生独学之后，小组讨论）

师：请小组代表发言。

生13：都是“羁旅思乡”诗，都是因

为“节日”更想念家乡亲人。

生14：都写出了漂泊在外的痛苦，

形单影只。

生15：都写了家里人想念自己……

“想得家人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故

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师：很好，这类作品我们可以把它

叫作“己思人，偏说人思己”的经典构

思方式，借助想象和虚写实现了在羁

旅孤馆的实写和想象家中亲人在思念

自己两个空间的交错组合，这份思乡

之情就愈加含蓄蕴藉、悱恻动人。大

家要关注羁旅思乡类作品中这种虚实

结合的经典构思。

师：好，这节课难点我们处理完

了，还有最简单的一种虚实结合的构

思方式，那就是借梦抒怀，大家请看屏

幕：（出示幻灯）苏轼《江城子·记梦》、

辛弃疾《破阵子》、陆游《十一月四日风

雨大作》。

师：请大家齐读写梦的句子。

生（齐声）：“小轩窗，正梳妆，相顾

无言唯有泪千行”“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铁马

冰河入梦来”。

师：很好。第一首写苏轼梦遇亡

妻王弗，第二首写辛弃疾梦回年轻时

征战的沙场，第三首写陆游同样让铁

马冰河来入梦，都将现实的苦痛与梦

境得偿所愿结合起来。记梦是最简单

的一种虚写和想象手法，现实与梦境

的交错也是古诗虚实结合经典方式之

一，借梦抒怀使诗词内容丰富了，诗人

心中的渴望也愈发强烈清晰。

师：我们不妨再做个小结：正面是

实写，则侧面为虚写；今日是实写，则

忆昔为虚写；当前是实写，则未来为虚

写；说己是实写，则对方为虚写。总

之，客观是实，想象是虚。虚实结合手

法的使用，可以丰富诗歌内涵，拓展诗

歌意境，还可以使诗词表达委婉含蓄，

抒情蕴藉深远。

师：最后，我们也要学以致用，请

运用今天所学虚实结合的手法及古人

的构思方法，写一个送别或怀人的小

语段。

……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观看。

评 课

学思合一
赏中有得

薛诺宜
（河北省邢台市第二中学2016

级34班）

这堂语文课起点就让我们

兴趣盎然，张老师带领我们给那

幅山水画命名，同学们讨论热

烈，脑洞大开。这样的开篇，给

语文课平添了许多趣味。这堂

课还有几个特点：一是资料丰

富，每一种虚实经典结合方式都

列举出两三首诗为例，课内外都

有，同学们需要集中精神，让大

脑高速运转，才能跟上节奏，参

与讨论；二是通俗易懂，张老师

选的诗都不生僻，我们自己先读，

然后小组讨论，最后再总结，我们

的交流很默契；三是总结恰当，步

步深入，张老师带我们巩固了课

堂所学内容，课后“学以致用”也

提升了我们的写作兴趣。在兴趣

主导、高效学习的语文课上，我们

真正爱上了诗词学习。

学生看课

李燕
（河北省邢台市第二中学）

张利娜的这节鉴赏诗歌虚实

结合手法的主题学习课，亮点在

于：课型出新,认知有律，思辨充

分。这节课遵循了学生获得知识

的科学程序，即：激发兴趣—发现

问题—探究问题—再质疑—再

探究—解决问题。这一认知过

程，让知识从模糊到清晰、从浅显

到深刻，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

这样的思维模式，让学生从教材

走向课标，从掌握知识点走向提

升鉴赏能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

的思想碰撞更充分、更高效。在

语文主题学习中凸显项目学习的

特点。

课上，张利娜对诸多古诗词

的解读由浅入深，层次分明；对四

种经典模式的概括匠心独运，覆

盖面广；对学生鉴赏方法的指导

高屋建瓴，循循善诱。她的课有

分寸又有激情，既善于提纲挈领，

又善于带动学生。这节课，教师

构思精妙，视野开阔，设问精准；

学生积极参与，思维活跃，讨论高

效。整堂课情理交融，学思合一，

师生充分切磋，深入探讨，营造了

高效和谐的课堂氛围。

当然，这种“一课一得”的语

文主题学习课型，也存在一些问

题和不足，比如对信息量大的诗

歌文本只抓一点，其余则难以进

行深入解读和探究，多少有些只

窥一斑的遗憾。同时，课堂组篇

知识容量大，学生必须全心投

入，否则很可能会出现“跟不上”

的情况。不过，构建“语文主题

学习”的课型，强调思维能力的

培养，秉持“持续发展”的教学理

念，仍是难能可贵的。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落下帷幕，

但高中的教育教学工作并没有停止。

回顾近年来的高考季，学校和教师的

一些教育行为与管理细节值得回味。

因为这些细节可能影响到学生的学习

和成长行为，甚至影响高考。

纠正一个坏习惯，可能
会改变一个学生的命运

2015年高考，一个学生在关键的数

学考试中没有来得及涂选择题，白白丢

掉了45分……他最终选择了复读。事

后，我在与教师的交流中发现了一个值

得重视的问题：这名学生成绩本不错，

备受老师赏识。高考后出了问题大家

才惊觉，原来这名学生在平时考试中经

常晚交卷，不时还有迟到现象。虽然老

师也曾提醒，但都没有太当回事。因

此，在这名学生积极上进的光鲜形象

中，掩盖了一些小毛病，关键时候就酿

成恶果。据高考监考教师说，早就发现

了这名学生还没有涂卡，曾提醒过两

次，到最后想涂也来不及了……如果教

师能在此前一次晚交卷的时候拒收他

的试卷，如果我们能对他的一次迟到来

个立竿见影的告诫，高考中的“滑铁卢”

可能就不会出现。

心理学上有个“墨菲定律”：会出

错的，终将出错。学习成长中的错误

总是难以避免，关键是如何对待错

误。有些错误，越早暴露越好。如果

我们让这些坏习惯及早消失在校园

里，就是对学生一生的负责。

教会一种思维方式，开
启的是真正的教育

与高考一轮复习讲评课注重知识

立意不同，语文组教师吕晓玲二轮讲

评试卷时，突出了错题归因、对比归

类、举一反三、当堂运用、重点突破，有

效提升了解题技巧。针对学生在一个

阅读题目中出错较多的问题，吕晓玲

提出了词语含义题这一题型的特征及

解题思路，引导学生再次认真阅读试

卷中王安忆的散文《后院》，明确了该

类题型由浅到深的三个表述层次，即

由具象的后院，到真实自然的生活，再

到人的思想情感，可以说每个层次都

扣准了规定得分点。

吕晓玲并没有简单告诉学生一套

答题方式，她其实深谙概念分类学，将

答案分解为三个递进层次：事实性知识

（后院）、主题性知识（一种生活）、规律

性或概念性知识（精神文化）。概括能

力对高中任何一门学科来说都是学生

的弱项，如此按照三个层次进行分类，

就为学生提供了一套解题工具，一个思

维模型，用于解决某一类问题。这套工

具或模型的特征是逐步上升到思维领

域，提升理解力。学生掌握了普遍性的

认识，就能够迁移运用，对一些问题就

可以进行灵活分析。

而这不仅是解题的思维问题，也

正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其实，每一位

教师都是教育家。

传递一种信任，让学生
自我成长

记得有一年，学校在走廊的墙上挂

了一个宣传版面，要求我看护好这块版

面，坚决不能被划破。当时负责艺体部

的我没有跟班主任说，也没有跟学生

说，只是在平常教育学生爱护公物、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直到毕业，这块版

面竟然毫发无损。奇怪的是，实验班走

廊的那块版面竟然在最后面目全非了。

事后我常常想，如果当时跟学生

约法三章，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

让学生感到不被信任，二是强化学生

的有意注意，后果很可能是事与愿

违。如果把爱护公物当成学生的基本

文明规范，做到相信每一个学生，那么

他们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同样，高考前教师必要的指导和

提醒是必须做好的，但过多的叮嘱就

会变成学生的压力，导致他们自我怀

疑。高考不过是学生人生一次重要的

挑战，是个人成长中的一次难得的磨

砺，要珍惜这样的机会，让学生自己经

历风雨，学会自我成长。作为教师，要

保持一颗平常心，在适当的时候给予

学生鼓励，陪伴学生走向成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第七中学）

关乎高考的细节启示
□张吉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