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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是一则古老的寓
言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
它蕴含着伟大的精神力量：面对困
难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坚持不懈。寓言篇幅短小，却写得
摇曳多姿。

世界就是个矛盾体，这则寓言
包含着三对矛盾。

人与自然的矛盾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

高万仞⋯⋯北山愚公者⋯⋯面山
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

“方七百里，高万仞”表明愚公所居
处的地理条件之恶劣。“惩”者，意
在表明愚公一家人及全村人被大
山所惩罚，苦于交通阻塞。愚公想
要到外面去，“通”豫南，“达”汉阴，
必须“迂”，绕道百里千里。“迂”也
表明，愚公所住的地理环境并非是
闭塞的，也不是不能生存的。

显然，愚公之欲“通达”与方七
百里、高万仞的太行、王屋二山形
成了矛盾。“太行、王屋”不仅仅是
有形的大山，更是无形的大山。大
山是有形的大困难，也是无形的大
困难，是人们一切现实生活中所面
临的大困难之象征。与此相对，

“通达”则是人们一切现实生活中
所追求的理想之象征。

愚公想“通”豫南、“达”汉阴，
想改变现实，争取更为自由的生活
空间；但“太行、王屋”却成了愚公
改变现实的巨大拦路虎。

面对大自然的拦阻，如何解
决？观念决定出路。一种是看到
大自然的威力，匍匐在其脚下，无
能为力，被动适应；一种是看到大
自然的威力，狂妄征服；还有一种
是既看到大自然的威力，还能看到
人力的伟大，在敬畏大自然的同时
顺应大自然，有限地改造大自然。

愚公应该属于第三种。
愚公“移山”不是盲目的，不是

一时的冲动，而是慎重的：有思考、
有决策、有讨论、有可行性、有行
动、有支持、有毅力。

愚公有思考。“年且九十”，不
仅仅是交代了愚公的高龄、居住的
时间之久，还向我们暗示了愚公作
出“移山”决策不是心血来潮，而是
思索了很长时间的；不是自私的，
而是为子孙后世。愚公在北山不
是不能生存的，而是想让子孙们生
活得更好一些！

愚公有决策。有困难，群策群
力方为智。愚公是“聚室而谋”，非
独断也，而是与一家人共同商量。
愚公要和大家一起干，而不是光下
命令。要尽全部力量来改变生存
环境。愚公身先士卒，其情可赞，
其怀可叹，其勇可嘉，其气可仰，其
志可敬！

愚公有讨论。愚公没有刚愎
自用，而是有商有量。其结果是

“杂然相许”。大家意见为什么这
么统一？“惩山北之塞”，此“惩”不
单单是愚公一人所受所感，而是全
家人、全村人所受所感。所以，当
愚公提出“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
于汉阴”之策后，大家纷纷“相许”，
一个“杂”字，让我们想象出众人热
情高涨的场面。

“其妻献疑”，这一细节使文章
顿生波澜。不但吸引人，且也符合
生活实际，具有可信性；还暗示读
者，愚公移山不但遇到客观方面的
困难，还会遇有主观方面的困难。

苦于受大山之阻久矣，当愚公
提出“平险”之策时，大家肯定是热
血沸腾的，但愚公妻子还是冷静
的。由愚公妻子提出疑问，也符合
常理常情。妻子之问，不但是她自
己的问，也是读者之问。妻子是

“献”疑，而不是质疑，有主动之意
而无反对之心。妻子之问，问得有
道理，更有智慧。光挖山不行，还
要通盘考虑。

计划有可行性。把太行、王屋
两座大山的土石挖出来之后，往哪
儿放？“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
之北。’”又是一个“杂”字，说明大
家心中早就有数，只是欠一个成熟
的时机而已。渤海，广大的水域；
隐土，广大的空间。这说明有容纳
太行、王屋两座山的空间。从地理
位置上看，太行、王屋离渤海最近，
具有可行性。

愚公有行动。纸上谈兵是打
不赢战争的。唯有科学勇敢地去
做，才能成就大事。“遂率子孙荷担
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
之尾。”这是何等的迅速！何等的
雷厉风行！又是多么振奋人心的
行动！

愚公有支持。愚公率子孙开
始“移山”，这伟大的壮举定会影响
到村里的人。你看，就连七八岁换
乳牙的小孩都“跳”来“助之”，这就
更加证明愚公移山的伟大壮举是
颇得人心的，是得到众人支持的。

愚公有毅力。移山不是三年
五载就能完成的，而且担土石走路
去渤海路途遥远，没有毅力不可能
完成。看，愚公们，“寒暑易节，始
一反焉。”请不要轻易放过“寒暑”
这二字。一年有四季，春和、夏暑、
秋爽、冬寒。古人常用“春秋”代表
一年，可列子为何用最能代表冬夏
特点的“寒暑”代表一年呢？“寒暑”
除了表明时间之长外，更说明了愚
公移山的艰辛，同时衬托出愚公的
伟大毅力。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面对大山，愚公“毕力平险”，

欲“通达”，率子孙“叩石垦壤，箕畚
运于渤海之尾”；而河曲智叟对改
变生存环境的愚公却是“笑而止
之”，且曰“甚矣，汝之不惠！”
愚公和智叟形成了矛盾。

智叟嘲笑愚公“汝之不惠”
是想表明自己“惠”。“年且九
十”的愚公，在妻子眼里是“君
之力”，可是在智叟眼里却成为

“残年余力”，这是何等的轻蔑！
在妻子心里，“曾不能损魁父之
丘”，可到了智叟心里，“曾不能
毁山之一毛”。对待挖出的“土
石”，妻子是“且焉置土石”，智
叟则是“其如土石何”。透过智叟
这一番话，可以看出智叟对所面
对的生存环境的态度是悲观、忍
受、不作为。

面对智叟如此强烈的讥讽，
愚公选择了犀利反驳。智叟讥笑
愚公用了一个否定词“不”，愚公
回击智叟则用了两个否定词“不
可”“不若”。用“孀妻”和“弱
子”来回击智叟，力量是何其巨
大！这是很伤智叟自尊的。

愚公率子孙荷担叩石垦壤，
始龀跳往助之，这是用事实来证
明移山能够成功。

不但如此，愚公还要用“虽我之
死⋯⋯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这
样不可辩驳的逻辑来证明。愚公
步步紧逼，思维缜密。河曲智叟
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能“亡
以应”，偃旗息鼓。

面对困难，愚公敢于挑战，缜
密思考，提出决策，不畏艰辛，能坚
持，有自信；深知挖山之艰难，且非
一代之功,能看到子孙的发展延续
及社会力量。愚公是用发展的眼
光看问题的。而智叟，只看到移山
的巨大困难，只看到愚公的残年余
力，看不到子孙的发展延续，看不

到社会力量的加入，看不到有限与
无限的辩证关系。

正与反的矛盾
世界有正反，有黑白，有是非，

但也是和谐统一的。
北山愚公，河曲智叟，这是

寓言中的主角，一正一反完美地
构成了寓言的精彩。两人都是老
者，但称谓上却有不同：一个称

“公”，一个称“叟”。称谓不同，常
常透露出不同的感情色彩。

古人对男子称谓中有子、公、
君、生、叟、翁等。“子、公、君”当属
尊称，“子”是对圣贤的尊称，德高
望重者称公，平辈之间尊敬者称
君。“公”比“君”尊敬程度高。“生”
是对青年男子的称谓。

“叟”“翁”是对年老男子的称
呼，但两者还是有点儿区别的。

“翁”是中性的；“叟”，有称为“长
老”的，但也有人认为，称“叟”有贬
斥的意思。这要结合具体语境来
判断了。从全文来看，作者显然是
褒扬愚公贬抑智叟的。称“叟”表
面上是尊，实际上是带有贬斥情感
的。愚公是一个有大爱、有大智、
有大勇的人，这叫作大智若愚。在
智叟眼里，愚公就是“愚”。智叟是
一个畏惧困难、没有眼光的人。在
作者眼里，智叟并不“智”。

“ 愚 ” 与 “ 智 ”，“ 公 ” 与
“叟”，一褒一贬，但又是统一在
“年老之人”之中。

一位哲人说：“真正重要的不
是活着而是活得更好。”愚公移山
的目的也正在如此。要想活得更
好，我们就应不忘记愚公精神——
面对困难要有一种勇于抗争、一
干到底的精神！

（作者系天津市天津中学高级
教师）

发现愚公之“智”
吴奇

将教育戏剧策略运用于
课堂教学是近几年中小学教
学法研究的热点。语文新课
程要求教学能引导学生在真
实的语境中发展思辨能力，
提升思维品质，培养高尚的
审美情趣，积累丰厚的文化
底蕴。而传统的语文课堂缺
乏真实的语言情境，课堂的
时空比较局限，教学活动很
少能和学生现实体验、生活
经验相联系，这就造成学生
在语文课堂中感受的“教育
世界”与现实中的“生活世
界”相隔离，限制了学生语
文核心素养这一教学目标在
课堂教学中的落地生根。教
育戏剧将戏剧和剧场元素作
为教学手段引入到课堂教学
中，通过“教师入戏”“角色
扮演”“静像画面”“论坛剧
场”等方式让师生参与到情境
活动中来。它注重的不是戏剧
表演的结果，而是师生运用戏
剧的方式对学习目标体验的过
程。在通过戏剧创设的教学情
境中，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加以
体验、创造、反思、提升，从
而多方位提高语文水平和人文
素养。

具体来说，教育戏剧给传
统的课堂教学带来的变革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
教育戏剧的剧场理念打破了教
室教学的时空局限。教室是一
个可变的空间，“我们习惯于
桌椅原有的使用方式，这造成
我们必须对空间的使用方式再
作调整，如果移动桌椅，我们
需要配合团体的学习，决定如
何 安 排 使 用 其 他 的 空 间 。”

（《11—14 岁开始玩戏剧——
中学戏剧课程教师手册》） 教
室空间的变化可以使学生更容
易进入情境，增加表演的兴
趣。变化教室空间可以激发学
生的创造力，学生在特定的环
境中产生多元的问题解决方
式。根据情境需要，教室可以
是宫殿、田野、战场、法庭
等。

另一方面，教育戏剧通过
“假设”创造新的学习机会。
戏剧是假定性的艺术，常常通
过“假如这样，那会怎样⋯⋯”
来创造新的话题，启迪思考。
戏剧的假设可以激发学生的好
奇心，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教
育戏剧并非传授表演技巧，而
是通过假设调动学生的想象经
验。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创造性构造的
情境中运用新的思路和语言来做进一步的尝试与实验，进
而有助促成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养成。

那么，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如何运用好教育戏剧策
略，创设贴近学生生活世界的教育情境呢？大致我们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运用教育戏剧策略，引导学生进入学习的情
境。学生置身在特定的情境，从中通过不断的互动、沟
通、协调、探索来了解教学主题的意义和价值。将知识设
置为情境常用的办法是“情景化”的提问。比如对于 《最
后一课》（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我们可以设置这么几
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发生的？谁牵涉其
中？周围的环境怎么样？人们对于停止法语授课有什么反
应？通过提问构建具体可感的情境，逐步将学生引入到情
境中。此外，“教师入戏”也是将知识设置为情境的有效
方法。《最后一课》，教师可以扮演韩麦尔先生，用柔和而
又严肃的声音告诉大家，今天是最后一次给他们上法语课
了。教师入戏有助于调动学生的兴趣，帮助学生进入到创
设的教学情境中来。

第二，运用教育戏剧策略，构建课堂教学的“焦
点”。课堂中的焦点区别于知识点。知识点解决“是什
么”的问题，而焦点关注的是动机和原因；知识点表现为
学科的一般性规律，而焦点体现在人类共通的生活体验。
通过焦点来重构文本，不仅能够帮助学生聚焦问题思考，
也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考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如 《周亚
夫军细柳》（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 一文的焦点是皇上
来劳军要不要破格接待。围绕这个焦点，学生从周亚夫与
其他诸将截然不同的接待规格和态度来讨论他们的动机，
不难得出周亚夫忠于职守、治军严明的品格。此外，从这
个焦点来看文帝的反应，对于周亚夫以军礼接驾却“称善
久之”，也体现了文帝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用。

第三，运用教育戏剧策略，让学生在角色扮演中体
验。我们经常在语文课堂中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并要求学
生体会角色的情感。其实这已经运用了戏剧角色扮演的方
法。角色扮演可以让孩子们在一个虚拟且安全的情境中真
实地体验社会的议题和人类的共同经验。例如 《背影》

（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一课，我们光从文字上很难体会到
作者当时的心情，可以通过学生表演，再现父亲爬过月台
去买橘子、父子之间在车站道别的对话以及父亲的背影消
失在人群中这些场景。教师在排练过程中，鼓励学生不断
调试动作、语气及表情，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表演结束
后，再讨论和反思人物的心理活动，学生对作品表现出的
真挚情感和父爱的主题会有多层次的认知和感悟。

总之，教育戏剧策略运用于语文课堂将会带来变革性
的影响，它让学生变成学习的主体，发展在假设情境中的
辩证思考，从动作背后讨论文本蕴含的意义。这对于以

“核心素养”为本的语文课堂改革来说具有很强的实践意
义。但是，教育戏剧作为手段运用于语文课堂教学也会产
生一些问题。如在引进国外经验的过程中也会存在生搬硬
套的现象，这不仅没有起到启迪学生创造力的作用，反而
会造成课堂秩序混乱、学习效率低下。这些问题会随着教
育戏剧在中国实践的不断深入，也会因为更多有志之士的
加入得到解决。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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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存富

大自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课
程资源，一旦教师走出书斋，以
世界为课本，以天地为课程，就
能发现和创造更美的生命。

树是春天的主角，其本身意
蕴丰富，意象鲜明。我们设计的
以“树”为主线课程，有这样几
层立意：诵读经典诗文，体现文
化传承；认领树与种树，既契合

“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环保
理念，也能促进学生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观树与讨论，能唤醒学
生的乡土意识和家国情怀，既

“记得住乡愁”，也能激励学生奋
发向上的生命状态。

种下绿色的梦

3 月 12 日是植树节，我们举
办了“像树一样生长”的主题活
动，让九年级各班分别认领一种
校园里的树，如竹子、松树、梧
桐等，把为树代言和班级宣言结
合起来。比如某班的代言词是：

我们班认领的是紫薇树，我

们为紫薇代言。宋代杨万里有诗
云：“似痴如醉丽还佳，露压风欺
分外斜。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
长放半年花。”紫薇树姿优美，树
干光滑洁净，花色艳丽；开花时
正当夏秋少花季节，花期长，故
有“百日红”之称，又享有“盛
夏绿遮眼，此花红满堂”的赞
誉。我们会像紫薇树一样，百炼
成钢，百日留芳，夏日炎炎，我
自芬芳。

孩子们还把自己的心愿写在
缤纷的彩带上，系在树上，既是
祝福，也是见证。之后学校还组
织学生在操场种树，表达种植希
望之意，也表达像树一样生长之
意。

在课堂上讲树说树

我们接下来开设了有关春天
的校本课程。热身活动进行关于

“树”的飞花令诗词比拼。现场学
生争先恐后，尽情畅游在诗山文
海之中。也为下面的环节充分热
身，蓄足了能量。接下来课堂分
几步走。

第一步为师生梳理品鉴古典

诗词名句，领略古人在树中寄寓的
深挚情感。采用小组讨论、师生对
话等方式，引导学生体会相关诗词
的深意。比如“树犹如此，人何以
堪”中的世事变迁，“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中的怅
惘苍茫，“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
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蕴含
的深切思念之情。

第二步为讲故事。教师先讲
名家文章中树的故事，再请学生
讲述自己与树的故事。或许每个
南方孩子的记忆中都有一棵难忘
的树，无论是树下的嬉戏，还是
树上的攀爬，绿荫覆盖的童年，
树的枝丫伸进每个人的生命⋯⋯
通过名家作品引路，连起每个人
的生命记忆。

第三步是视频实景观树。江
苏常州和云南芒市两个学校远程
连线，同步上同一节课。两地教
师通过视频向学生展示本市市树
的基本特性和相关文化意味，引
导学生感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树”的要义。常州的园艺师讲授
了市树广玉兰的特色，大家如身
临其境，饶有兴味。芒市的两名

学生在千里之外的实景树下，详
细介绍了芒市树包塔的奇景。这
种新奇有趣的景观使学生们眼界
大开，他们对树乃至对人生又有
了新的感悟和理解。

第四步以树为切入点讨论现
代生活与自然的关系。学生们一
致认为，城市人需要绿荫，在拥
堵的汽车里看到站立的树，在雾
霾的日子里看到朦胧的绿，感觉
日子还是有滋味的，还是值得等
待的。接下来分析张晓风的 《行
道树》，礼赞在灰色的水泥和天空
下的一抹生命之绿。再通过反复
品读王鼎钧 《那树》 的文字，读
出了作者对大树命运的痛惜，看
到都市文明发展的利弊，产生了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思考。最
后我们将舒婷的 《致橡树》 一诗
送给了女生们，将曾卓的 《悬崖
边的树》 赠予了男生们。

到公园中诵读春天

央视有 《朗读者》 节目，我
们能否也来“朗读春天”？我把设
想提出来，得到了新桥初中的认
同，很快，又有两所学校加入。

大家共同选择了人文色彩浓
郁的东坡公园。一生颠沛的苏东
坡对常州情有所钟，多次游历于
此，曾至此泊舟登岸，后人建亭
以纪念。园子不大，景观却很丰
富。扶疏花木变幻着四季的表
情，亭台楼阁剪裁着江南的一
角，特别是陈列着东坡当年的洗
砚池，还有东坡塑像、仰苏阁。
我们“乘着春天的翅膀”诗文朗
诵会就在仰苏阁下举行。

第一板块朗读内容是现代诗
歌。要求每一名学生朗读诗歌之
前，要有推荐语，每首诗应在 2
至 3 分钟之间，每校两名学生代
表，推荐语和诗歌朗读可以两人
合作。第二板块朗读内容是学生
朗读名家写春天的故事，第三板
块朗读内容是本校师生自写的

“我和春天的故事”。
站在春天里怀想，站在春天

里放歌，在文字与声音里，与春
相逢，诵读品悟，这样的课程让
所有与春天相关的知识都鲜活灵
动起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
朝阳中学）

当春天成为课程
殷涛

⦾⦾课程故事

读统编语文 品传统文化⑥ ⦾⦾教改天地

近日安徽省合肥市香樟雅苑小学联合科企
社区相关部门开展了“校园科技周”主题活
动。现场组织了机器人表演、机器人设计与工
作原理讲解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们
充分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图为该校学生在了解爬坡机器人的工作原
理。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机器人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