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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为当代各国际组织和政府所普遍重

视，体现了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在

如今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更需重视核心素养的培

养。我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 “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修身立德与自我完善的素养追求蕴含

了核心素养在责任、语言、审美等方面的要求，

古诗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也必将对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与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一、古诗词教学现状分析

( 一) 教学目标: 重知识积累，轻语文素养提升
古诗词是初中语文教材中学生重点学习的一

种文学样式，古诗词教学意义之一即提升学生语

文素养，培养学生人格。但由于年代久远且表达

含蓄，古诗词常常成为学生可远望而不可近攀的

一座高峰。为消除学生的陌生感、畏难感以及提

高学生在古诗词鉴赏题目中的得分率，教师往往

将积累古诗词知识作为古诗词阅读的主要教学目

标，殊不知，这些在学生看来枯燥无味的古诗词

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语

文课程标准》 ( 2011 年版) 指出: “欣赏文学作

品，有自己的情感体验，初步领悟作品的内涵，

从中获得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有益启示。”目

前，教师在古诗词教学中过于注重学生在运用语

言文字方面的知识积累，而忽视了古诗词在培养

学生审美能力、道德精神及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

要求。过于注重古诗词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

在感悟和情感体验中语文素养的提升，必然导致

学生机械地应试古诗词题目，而不能够在提升古

诗词鉴赏能力的基础上陶冶情操和培养人格。
( 二) 教学方法: 重单一讲读，轻多样诵读
“以为学生鲜能自览，必为之讲解始能明晓”

的讲读法一直作为主流教学方法存在于古诗文课

堂。教师对诗词进行翻译，学生忙碌做笔记，在

学生理解诗词内容的基础上，教师对诗词情感、
艺术手法进行赏析讲解，整个课堂缺乏融合学生

自己读书体验的读书声，有的只是教师的讲解和

固定化的答案记忆。诵读是学生理解诗词、感悟

诗词的重要方法，特级教师于漪说: “要反复诵

读，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读出感情，

读出气势，如出自己之口，如出自己之心。”诵

读，即在初步理解诗词内容的基础上，反复朗读

诗词，并在朗读中逐渐加深理解最终能够背诵的

一种读书方法。孔子反复诵读《周易》，以至韦编

三绝; 东汉学者王充游走于洛阳的集市，广泛读

书，终成一代“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伟大学者。
苏轼有句名言: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

知。”反复诵读学习古诗文，有助于学生理解诗词

思想内容，且学生能够在诵读中加深对关键字词

的理解和体悟，进而在融会贯通之中理解诗词深

层意蕴。另外，反复诵读也有助于提升学生读、
写、听、说的语文素养，潜移默化中将书面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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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学生的口语表达。
( 三) 教学过程: 重模式化阅读，轻个性化阅

读体验
语文学科的显著特点是感知的直观性和形象

性，尤其是古诗词，更具有感染力。受传统教学

理念的影响，古诗词教学存在着不考虑学生个性

化特点的单一化教学过程，主要体现为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的固定化和单一性，古诗词

教学效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基于学情的具

体化教学内容，因此，教师应摆脱古诗词的传统

教学模式，针对学生学习古诗词的具体问题，选

择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古诗词教

学离不开情感，古诗词教学的过程是学生在教师

的引导下通过语言文学的剖析、再现，启发学生

思考、理解课文内容，进而在情感熏陶中提升其

古诗词鉴赏能力的过程。学生从古诗词学习中获

得的个性化情感体验是学生理解诗词、鉴赏诗词

的重要表现。古诗词风格多样、情感丰富，教师

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古诗词教学模式，而要以学

情为基础，引导学生在诵读中获得个性化解读。
这也是呼唤个性化培养理念的素质教育所倡导的

教学方向。
( 四) 教学效果: 重知识积累，轻语感和兴趣

培养
《语文课程标准》 ( 2011 版) 中指出: 让学

生“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王尚文先

生也曾说: “语感是语言能力的 ‘纲’，其他都是

‘目’，纲举目张。否则，纲既不举，目亦不张。”
由此可见，语感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目标。
而长期以来，语文教学未能把语文知识的传授与

能力的培养紧密相连，过分重视知识层面的 “传

道授业解惑”，过分重视分数的增长，唯知识至

上，忽略了对学生语感的培养，忽略了对学生思

维能力的提升。

二、古诗词教学策略初探

( 一) 在朗读中深化阅读，激发学生学习古诗

词的兴趣
古诗词作为汉语文本中最具有 “歌”性的文

体，合乎乐曲的韵律、节奏，读来朗朗上口，极

具音韵美。朗读作为阅读的一种基本活动，不仅

是一项复杂的心理活动，也是对作品进行再创造

的过程，朗读包含着读者的情感体验和对诗词内

容的感悟，朗读诗词的本身就是美感体验的过程，

所以，诗词学习离不开朗读。语言感受能力是语

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语感教学具体化的方法

之一是指导学生朗读、背诵。 《语文课程标准》
( 2011 版) 指出，初中生 “能用普通话正确、流

利、有感情地朗读”。因此，在语文教学，特别是

古诗词教学中，教师应该加强学生对语言文字的

切身体察，并在长期的阅读指导中提升其语言感

受能力，进而提高其古诗词鉴赏能力。古诗词教

学，应以读贯穿教学的全流程，“读”大体分为以

下几个层次: 初读，读准字音，读通诗句，字正

腔圆; 再读，读出节奏和韵律; 读出情感、读出

诗意。
【案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教案

( 节选)

范菁

教学过程:

( 一) 诵读诗歌，明确节奏

1. 自由诵读

要求: ①字音准确，节奏明晰; ②自由诵读

一分钟;

2. 学生示范朗读 ( ppt 标出节奏)

3. 教师泛读

( 二) 抓住意象，品味抒情

1. 诗歌中哪个词直接体现出诗人的心情?

2. 请联系杨花、子规、明月的意象特点，品

析诗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
3. 请同学们带着这种感情自己试着朗读此诗。
正所谓“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诗以达意，

声以传情，有了声音，凝固的语言才有了生命。
范老师这节课通过自由诵读、学生范读、齐声诵

读，学生很快感受到了这首诗 2 － 2 － 3 的节奏和

韵律并抓住了诗歌中最能体 现 诗 人 情 感 的 一 个

“愁”字。这节课是朗读在古诗词教学中运用的一

个很成功的课例。
( 二) 融情设境，引导学生感悟诗词意境

美学家王朝文指出: “只有诉诸感觉的东西，

才能够引起强烈的感动。” “情能移境，境能移

情”，教师在进行古诗词教学时，应该学会创设情

境，情境对激发学生求知欲起着决定因素，能够

使学生深入体会诗词带来的审美体验。
最普遍的便是运用语言渲染或语言描写创设

情境，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激发学生想

象，如《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导入: 半

圆形中有一点，代表发光的物体，这就是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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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在甲骨文中的写法。竹影摇曳，月自空明，流

光徘徊中，让我们随王昌龄左迁龙标，寄殷殷牵

挂，品幽幽情思，共同感悟李白的千里情，明月

心。导入语言优美，加上古典背景音乐的渲染，

使得学生在课堂之初便能快速进入情境，初步体

会到李白寄予明月的殷殷情思。
通过音乐、图片、视频等在课堂上给学生以

直观感受，加强对诗文的感受，不仅会增加学生

对诗文意境的理解，而且会在无形之中提升学生

的情感认知，培养高尚品德。如在 《观沧海》教

学中，带领学生分析诗歌中的景色时，教师以图

片形式直接呈现树木枝繁叶茂、百草繁盛和大海

洪波涌动、一望无际的景色，使学生能够更加直

观地感受到沧海的生机勃勃、雄伟壮阔。
依据课文内容及学生有疑问的地方，通过巧

妙设疑创设问题情境，不仅可以营造思辨的课堂

氛围，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而且能够激发学生

的求知欲，活跃学生思维。
【案例】《次北固山下》教学过程 ( 节选)

教学过程:

师: 从颈联“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

你读出了什么哲理?

生 1: 夜还未消尽，红日已从海上升起。江上

春早，旧年未过新春已来。
师: 准确地理解诗句意思是我们读出深意的

前提，懂得结合课下注释，你做得很好。那么，

从这两句诗句中，你读出了什么哲理没有?

生 1: 更新换代。
使: 再换一下表达，能否想出其他词汇?

生 1: 新陈代谢。
师: 你读出了新事物和旧事物的关系，很好，

准确来说，“日”与 “夜”、“春”与 “旧年”属

于什么事物?

生 1: ( 想不出来) 。
生 2: 时间。
其他学生: 季节。
师: 也就是从这两句诗中我们读出了时序交

替的理趣。诗人往往重视炼字，杜甫甚至有 “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说法，这两句诗中你最欣赏哪

个字? 说一下理由。
生 3: 我最喜欢 “生”字， “生”字是个动

词，读起来增加了画面的动态感。
师: 你从词性入手，联系画面的动静，赏析

得很好。

生 4: 我觉得“生”字是拟人化手法的运用。
师: 诗句追求对偶，与此相对应，还有哪个

字也运用了拟人手法?

生 4: “入”字。
师: 这样写有何表达效果呢?

生 5: 给人以动态感。
师: 让人 感 觉 到 新 生 事 物 “海 日”与 “江

春”有一种生机感，结合诗人此时羁旅在外的境

地，诗人没有消沉悲伤，而是给人一种积极向上

的乐观情绪。
( 三) 注重个性化阅读，丰富情感体验
《语文课程标准》 ( 2011 版) 指出: 阅读是学

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

的阅读实践。要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

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

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

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语文是情感

的载体，教师、学生和教材是形成课堂教学中情

感信息回路的三个情感源点。教师应该善于运用

多种教学方式，唤起学生情感的共鸣，激发学生

学习的兴趣，进而加深对文本的理解，陶冶情操，

丰富情感。这是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
【案例】《望岳》教案 ( 节选)

郭晓琳

教学过程: ( 三) 品味诗情

( 诗人在春天举目而望)

1. 诗人“望”到了哪些景物呢?

国、山河、草木、花、鸟、烽火。
2. 这些景 物 有 什 么 特 点? 表 达 了 诗 人 什 么

情感?

国破、草木深:

①国的含义，国破的含义。
②草木深。“深”写出了草木的什么特点?

③一破一深，描绘出一幅怎样的景象?

荒芜、荒凉、萧条、破败、杂草丛生;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唐朝的都城，长

安本来是……
诗人白居易这样描述长安城: 百千家似围棋

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 《登观音台望

城》
④你读出了昔日长安的什么特点?

人口密集、布局整齐、交通发达、壮观。
⑤作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盛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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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国际大都会，长

安为何此时却满目萧然呢?

———安史之乱

“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 《述怀》
①此时，诗人春望，面对如此残破的都城，

杜甫的内心是怎样的呢?

忧伤、痛惜、心痛、无奈、愤恨。
过渡: 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感伤

诗人笔下的花、鸟又有怎样的特点呢?

花溅泪、鸟惊心:

翻译: 花因感伤世事而落泪，鸟因感叹人世

间的离别而忧伤。
诗人感伤时事，看见花开就想落泪; 诗人怅

恨离别，听到鸟鸣反而使心受到惊动。
②你读出了诗人怎样的情感?

感伤。
③因 何 而 感 伤? 因 感 叹 时 事、担 忧 国 家 而

悲伤。
④小结: 诗人借花鸟表达忧伤之情，这正是

运用了移情于景的手法。
过渡: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忧伤的诗人，他

的家庭又经历了什么呢?

烽火连三月:

①学生回答

②被俘的杜甫还这样写道: “寄书问三川，不

知家在否。”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这句

话什么意思? 哪位同学来说说?

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换作今天的我们，

一周不给家里打电话，爸妈肯定就如坐针毡了，

何况杜甫已与亲人失去联系多久? 更何况这是一

个怎样的时代? 战火四起、兵荒马乱。此时，杜

甫的妻子带着两个小男孩和两个小女孩，流落他

乡，生死未卜。你读出了诗人的什么情感?

思念、牵挂、担惊受怕、牵肠挂肚。
③我们背诵过校本教材 《中华经典诗词》中

杜甫的一首诗，表现杜甫对妻子和儿女的断肠的

思念之情——— 《月夜》。
过渡: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

上看你。杜甫在长安远看春天，我们在诗中近看

杜甫。
3. 从最后一 联，你 看 到 了 一 个 怎 样 的 诗 人

形象?

第四联:

①教师可读一遍;

②这句话运用了什么描写方法?

③描写了诗人什么样的心理? 焦急、忧虑。
④因何? 忧国、亲人、悲己 ( 补充 “致君尧

舜上，再使风俗淳”) 。
⑤我们可以看出，最后一联是对全文的总结，

从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头发花白、稀疏到连簪子都

插不上的诗人形象，而这正是由于诗人忧国、伤

时、思家、悲己的情感。
过渡: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朗读用声音表达

出这种情感。
( 四) 再读诗歌 读出情韵

1. ( 配乐) 下面，请同学们自己出声朗读，

和着老师放的音乐，体会一下诗人忧国伤时、思

家悲己的情感。一会儿我们找同学来读。
2. 点读: 哪位同学来读一读; ( 抑扬顿挫、

情感真挚、语气深沉、热血男儿的满腔悲愤、深

沉中浸润着对国家的深深爱恋、一个……字，读

得直入人心)

3. 范读:

4. 齐读:

《春望》是杜甫写作的一首著名爱国诗篇，全

诗语言凝练，情感深沉真挚，朗读起来沉郁悲怆、
深入人心。在 “品味诗情”这个环节，郭老师有

意引导学生感受这种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感，去仰

望这位千百年来深入百姓屹立于唐诗之巅的伟大

诗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她在课前全面搜集关

于这首诗歌和杜甫的大量资料，精心设计教案，

并且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课堂有条不紊

地进行，最后使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有了

情感的共鸣和沟通。
郭老师 在 这 里 主 要 运 用 了 “以 诗 讲 诗”和

“以读悟诗”的教法，借助诗人的其他诗歌，加深

学生对安史之乱时代背景的了解及诗人爱国情感

的体会。如: 在背景介绍时适当穿插杜甫《述怀》
中描写叛军的两句诗歌 “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

狗”，进一步帮助学生再现叛军洗劫后长安荒芜、
萧条、杂草丛生的景象。同时，郭老师以朗读贯

穿课堂，组织多样的朗读方式，以读带讲，以读

悟诗，让学生在反复朗读中体会诗歌的节奏韵律，

从而深刻地体会到诗人的情感，更在诵读中培养

了学生的语感，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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