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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7年新课标明确提出语文核心素养,至此开始,语文核心素养成为语文教学目标达成的重要参考维度。语文教材中编选的现当代诗歌均是具
有丰富语文教学价值的篇目,在语文核心素养的关照下进行现当代诗歌的教学,不仅能提升现当代诗歌的教学有效性,激发学生对现当代诗歌的热爱,并
且只要教学得当,也可为培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起重要的反向助推作用。本文将在语文核心素养的视角下探索一些有益于现当代诗歌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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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文核心素养与现当代诗歌教学

但部分教师在接受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容易将重心偏向于合作,一味的

“随着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语文课程更加强调以核心素养为

将所有的思考环节都设计到前后左右,或者小组讨论的圈子中,殊不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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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2017年新课标明确将语文核心素养作为重要内容选入标准中,这也

种做法又在很大程度上抢占了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语文核心素养尤其强

意味着语文核心素养语文知识与教学之间的距离终将在原有研究成果的

调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与提升,要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学习一篇现当

基础上走向新的高地。语文核心素养包含“语言”、
“文化”
、
“思维”
、
“思

代诗歌,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对学生进行思维能力的培养

维”四个维度。语文课程标准是语文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在真实的语文教

与训练。而这种培养与训练绝对不能忽视独立思考。

学中必须贯彻语文课程标准之要求。因此,语文核心素养作为新课标中的

现当代诗歌教学也是这样,一方面,诗歌是作者思想感情的高度凝练,但当

重要内容,在其视角下进行教学,需要有意识的渗透、参照相关方面的要求,

它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出现在阅读者的视野中时,诗歌所具有的就不只是诗歌的

以达到语文教育的终极目的——育人。

自然价值,还包括读者在阅读之后经过个体头脑加工的个性化价值,但这种价

“中国现当代诗歌”是指从五四文学革命后,用白话文写成的诗歌作品；

值又往往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因此,更适合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在

现当代诗歌形式自由,虽然大多数现当代诗歌脱离了古典诗的格律,但是诗歌

独立思考同时也是培养学生独立阅读能力的过程。
“对中学生来说,独立阅读阅

语言又成功的传达出幽深的情思与诗意的氛围以及传统文化之精神。
“语文是

读能力的培养是提高学习效率,获取各科知识,深化思想认识的重要渠道之一,

一门时代性很强的课程,它既要面对现代社会的语文生活,又要面对现代语文

关系着他们一生的发展。
” 例如在学习《雨巷》时,这是一首含蓄的诗,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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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最活跃的、成长中的现代青少年。
” 现当代诗歌之于语文核心素养所

中的经典意象“丁香”,丁香这一意象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早已有之,李璟《摊破

包含的四个方面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例食指《热爱生命》中喊出的瘦弱的

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钩》的名句：
“丁香空结雨中愁”,以及李商隐《代赠二

身躯也反复低语要热爱生命的意念；舒婷《致橡树》中精妙的语言与潜藏的

首》中“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除此之外,宋代王雱《眼儿媚·杨

人格平等的精神等,在对这些诗歌进行体悟的过程,实际就是语文核心素养综

柳丝丝弄轻柔》
：
“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
。宋代柳永《西施·自从回

合推进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这些诗歌承载着不只是创作者的思想感情,

步百花桥》
：
“要识愁肠,但看丁香树,渐结尽春梢”等诗文中呈现的丁香意象所

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流变历程,还有深厚的语文核心素养渗透价值。学生在教

带之哀怨感伤已经跃然眼前。而对于《雨巷》中的丁香姑娘是哀怨彷徨的,古

师的正确指引下,通过现当代诗歌的学习可以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

典诗歌中的丁香所蕴藏的感情色彩有天然的联系,对于诗歌中丁香姑娘,不同

学生的文化底蕴,进一步提高语文核心素养。即便学习现当代诗歌对学生的正

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作者思想幻化出的另外一个“我”,又有人将

面引导作用是如此重要,但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还是能很直观的发现,现当

姑娘比作心中的理想,还有人认为姑娘就是姑娘,对于这一个颇具想象空间的

代诗歌在语文教材中的受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现当代诗歌的认识,

意象,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如果只是将其定义为某一种具体的含义是不合理的,

也存在时间比较近,心理距离比较远,涵盖面比较大,接受空间比较小的矛盾。

既然没有标准答案,那么“一千个人有一千个丁香姑娘”的阐释就是合理的,

在高中现当代诗歌教学中普遍存在两种教学现象,一种是机械的听读感受,也

而对于这样的结论,教师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于作者而言,丁香姑娘可以指什

就是简单的“赏”另外一种拆分式教学。像其他体裁文章一样从字、词、句、

么,为什么”,并将思考的结果诉诸笔端,有利于教师靠近学生的内心世界。

段、主题等方面拆分教学。在现当代诗歌教学活动中,无论是只偏重于两种现

2.2运用“读诗”架构语言与文化的桥梁。关于读诗的理由,有一种有

象中的哪一种现象,都不利于学生对现当代诗歌的学习,更不利于学生语文核

趣的说法：人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即便鄙弃财米油盐,

心素养的培养。因此,在高中现当代诗歌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以语文核心素

觉得世俗,可这又是无法完全摆脱的世界,当然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并不

养的内涵作为语文教学的理论指引,有意识进行现当代诗歌的教学。

是生活的全部,人在世俗社会遭遇着困难时还有其他的世界为我们的心灵

2 语文核心素养视角下现当代诗歌教学策略

提供栖息的港湾,诗意的世界无疑是其中温暖的一隅,这便是需要读诗的

语文核心素养之于现当代诗歌教学,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大有裨

理由,诗歌有治愈的力量。学生终究要走向社会,面对未来的种种不如意,

益。在语文核心素养视角下如何进行现当代诗歌教学,是一个有待理论探

诗歌的治愈力量会为学生创造一个心理的桃花源,这不是逃避生活,而是

索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命题。

在喧嚣的现实夹缝中创造诗意生活。诗歌通过语言及文化内涵既可以“愈

2.1巧用独立思考,提升思维品质。思考,是学习深入的源头,在大力倡

人”,还可以“育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曾说:“存在在思想中形成

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的教育环境下,对学生学习的正面引导作

语,语言是存在的家,人以语言之家为家,思想的人们与创作的人们是这个

用犹如在各个学生之间建构起了一座沟通学生智慧的桥梁。不可否定,学

家的看家人。” 从海德格尔的理论中不难看出他对语言的定位,因为存在,

生之间经过头脑风暴的撞击,会产生丰富的正面效应,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所以有了语言,而思想的人与创作的人则扮演着看护语言的人,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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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也并非是处于真空中的,孤立的,它需要依靠思想者与创作者,同时语

“油纸伞”
、
“雨巷”
；又或者是《我爱这土地》中的“鸟”
、
“暴风雨”
、
“黎

言本身不仅负载文化内涵,还得依靠文化内涵而存在,语言文字其本身就

明”,都可谓是现当代诗歌中耳熟能详的意象,极具代表性,同时这些意象中

是一种文化。如若不是这样,无文化内涵的语言将会显得苍白。由此来看,

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不只有对古代经典意象的传承,如“油纸伞”
、
“丁香”,

现当代诗歌就是创作者观察一定的社会文化现象后,根据个人的反思以及

又有现代性意象,如“流岚”
、
“虹霓”,这些意象的背后不只是一个个具体

以往累积的深厚的文化积淀经由头脑加工而创作出的语言。

或者抽象的纯粹对应物,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也是诗人情感的爆发所依附

教师在教学前应该明确现当代诗歌的特点,即内容集中语言精粹。相较于

的对应物。例如《致橡树》中的“橡树”意象,橡树高大,枝干粗壮茂密,“材

散文或者小说,诗歌中的语言更加凝练,“诗歌的篇幅一般比较短小,然而他的

大者可作屋料”,而为了形成意象对象性突出平等的主题,于是诗人将“木

容量,即社会生活的概括力,却必须与其他文学体裁的作品同样巨大,它的每

棉”搬进了诗歌中。
《雨巷》中作者用丁香形容“姑娘”
。
“丁香”意象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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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每一行,甚至每一个字,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
” 字句之中隐藏文化内

国古典诗歌中早已有之。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
“芭

涵,诗歌整体中更是如此。由于诗歌的这些特点,创作者在创作诗歌时就必须

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商隐)、
“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

对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有所取舍,通过这种取舍与加工,再经编写者的考量与筛

甫)丁香引起颜色淡雅,以及外在形态千结而成花素来受到诗人寄托愁思的

选,当诗歌呈现到学生接触到的语文教材中时已经是内容集中语言精粹的文

青睐,而戴望舒也以丁香之意将内心的愁怨彷徨抒写的淋漓尽致。这种造形

学作品,为学生语言与文化的相融共生创造了优良的实践对象。但是需要注意

对应性艺术也是诗歌意象分析的角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利用诗歌中意

的是,叶圣陶说：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因此读诗也不能仅限于读所用到的语

象分析联系学生实际生活经验,建立联想和联系,通过诗歌意象的分析,可

文教材中的诗,而应该提供给学生更多的诗歌材料,“一纲多本”理念下编写

以增强学生的审美体验,进而将其从现当代诗歌中学习到的作者意象创造

的语文教材在同一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所遵循的教育方针与教育目的是一致的,

或者使用的方法,内化为新的学习增长点,借由意象分析增强学生的审美表

因此相对应的其他新课标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诗歌可以优先作为读诗的选择

达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现当代诗歌相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由于创作的影响

对象,丰富学生的读诗的容量。也有利于高中生形成个体文化及言语经验,这

因素更为广泛,例如西方文学的影响等,因此,相较于古典诗歌中意象具有

种经验无论是对学生未来发展亦或是对学生的作文写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的相对固定的内涵,现当代诗歌中的意象内涵则较为新颖甚至主观。面对这

具体到某一篇诗歌的学习,即在引导学生揣摩某一篇诗歌的语言运用特

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套用一味套用鉴赏古典诗歌意象的方法鉴赏现当

点以及语言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引导学生走进诗歌时,最快最直接的方式就是

代诗歌。现当代诗歌中作者为了实现诗意传达,经常会用到“意象群”的方

朗读。朗读是诗歌的阅读方式,也是理解诗歌的过程,在朗读中不断丰富诗意

式创作,因此鉴赏现当代诗歌时要引导学生从整体进行学习。意象之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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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受。 在朗读过程中,需要明确的层次依次是读准—读顺—读精—读活。

所收获到的审美体验不是亘古不变的,欣赏诗歌意象的过程其实就是随着

“读活”即从诗歌中品味诗人语言运用特点,学习诗歌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进

个人在不同时期的经验再造诗美的过程,引导学生由意象中体验诗美,在此

而联系社会生活,个人经历等,使现当代诗歌的意蕴变得鲜活。例如《大堰河

基础上内化为个人经验,为学生增强审美表达能力的寻找新的突破口。

——我的保姆》中艾青写了一句“紫色的灵魂”
。对于黄土下的大堰河,为什

语文核心素养视角下的现当代诗歌教学围绕四个方面应该构成一个

么诗人说她的灵魂是紫色的,关于紫色的灵魂这一说法通常听到的解释有两

整体,也就是说在语文核心素养下进行现当代诗歌教学时,应当防止“机械

种：一种说法是紫色代表高贵和神秘；一种说法是人死之后凝血的颜色,代

的听读感受”与“简单的拆分式”类似问题再犯。“思维”、
“审美”、
“文

表的是悲哀和苦难,很多时候教学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但教师是否可以引导

化”、
“语言”应该是一个有机整体,以现当代诗歌作为范本教学时也应该

学生思考基于以上两种解释,无论是哪一种,或者说两种解释综合起来看,学

立足于诗歌文本,根据诗歌文本的特点虽各有侧重,但终究要以语文核心

生周围是否有这样的实例呢？面对这些实际存在的例子学生如何处理将其

素养为现当代诗歌教学提供的方向作为参考。

转化成语言材料,进一步站在文化内涵的角度进行冷思考,扩展色彩的文化
内涵引导教学以及在语文学习中的运用,谁能说这不是在将诗歌有限的容量
的基础上训练了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同时也扩展了更宽泛的文化内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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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学习中发现自我,聚焦社会,通过诗歌增强学生对诗歌及社会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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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以及社会生活的美感体验,不妨将意象分析作为一个突破口。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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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橡树》中的“木棉”
、
“流岚”
、
“虹霓”
；还是《雨巷》中的“丁香姑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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