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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2022年高考作文，有不少
是隐喻性作文，包括天津卷之“烟
火”、全国新高考Ⅰ卷之“本手、妙手、
俗手”、全国甲卷之“题额”、全国乙卷
之“跨越”。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
形式，更是一种思维和行为方式。

笔者认为，要想使隐喻性写作走
向深刻，应努力在词语所构建的情境
中探微寻幽，在那些被隐喻遮蔽的地
方深入下去，在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上
持续拓展，由求同走向求异，由单向
诠释走向多元思辨，这样才有望写出
有思想深度的文章。

如何深入下去？在面对一个问题
时，应提出第一问：“是真的吗？”即对
命题首先进行事实判断，确保命题是
有意义的真问题。如2022年全国新
高考Ⅰ卷的作文题，材料指出：“……
对于初学者而言，应该从本手开始，本
手的功夫扎实了，棋力才会提高，一些
初学者热衷于追求妙手，而忽视更为
常用的本手，本手是基础，妙手是创
造，一般来说，对本手理解深刻，才可
能出现妙手；否则，难免下出俗手，水
平也不易提升。”材料启示学习或生活
中“基础”的重要性，这大致是符合
一般性认知规律的。

其次是第二问：“是对的吗？”就
是对材料进行价值判断，在这一点
上，材料前面已经强调“本手是基
础，妙手是创造”，即“基础”是“创造”
的条件之一，也就是说，“本手”是“妙
手”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俗手”是“本
手”的可能性结果，题目中非常严谨地
强调“一般来说，对本手理解深刻，才
可能出现妙手”，即“对本手理解深刻”
与“出现妙手”并无必然联系，这在生
活中可以找到无数佐证事例，单就情
境提供的琴棋书画等技艺学习而言，
如有些书法学习者学习一辈子，基础
不可谓不扎实，理解不可谓不深刻，
然而无一笔是自己的，终究也不过是
写字匠。另外古语有云：“取乎其
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
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如果
取法不端，理解再深刻，基础再扎
实，也是难以成为书法家的。

第三问：“是唯一的吗？”即是否
有可替代性。由“本手”走向“妙
手”是唯一的吗？“本手”不精就必然走
向“俗手”吗？显然不是，人类历史
中很多妙手偶得的“创造”，有的甚
至和“对本手理解深刻”与否毫无关
系。2013年第3期《世界专利情报》
杂志刊载了6项“偶然发明”，其中不
粘锅和薯片的发明颇为有趣——1954
年，法国工程师马克·格雷瓜尔的妻
子柯莱特突发奇想，觉得丈夫用来涂
在钓鱼线上防止打结的不粘材料聚四
氟乙烯如果用在煎锅上效果一定不
错，不粘锅由此诞生。我们不能说柯
莱特因为深刻理解了“锅”的原理才
创造了“不粘锅”。1853年，厨师乔
治按照标准的法国尺寸制作了炸薯
条，但一位顾客觉得乔治做的炸薯条
太厚，于是乔治又做了一批薄一点儿
的，但同样不能让顾客满意，被激怒的
乔治决定教训这位客人，他把薯条做
得非常薄、非常脆，然而客人却非常喜
欢这种像纸一样薄的马铃薯片，从此
薯片成为特色食品。乔治正是反“本
手”而行，才产生了“妙手”。当我们追
问至此，对“本手”与“妙手”的关系
已经能够展开较深入的辩证思考了。

通过以上“三问”，学生能够初
步对被隐喻遮蔽的问题作出判断，从
而打开思路，选定自己的立意方向，
避免了对材料的单一诠释，走向真正
的思辨。

再以2022年全国甲卷的作文题
为例，这道作文题出来后，很多人大
呼“看不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材
料引用了《红楼梦》中的内容，学生
出于对《红楼梦》的阅读恐惧进而影
响了对作文题的理解。其实对于这道
题目，即使是未读过《红楼梦》或者
涉猎不精的学生，也是完全可以写
的。因为材料只是利用 《红楼梦》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回中的相关
内容设置了一个情境，而写作的任务
是“众人给匾额题名，或直接移用，
或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产生
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这个现象也能在
更广泛的领域给人以启示，引发深入

思考”。也就是说，谈“启示”才是
写作的任务，而且“启示”的维度已
指示得非常清楚，“或直接移用，或
借鉴化用，或根据情境独创”。学生
审题的关键是要识别这个隐喻究竟指
向“更广泛的领域”中的哪类问题，
从而破除被隐喻遮蔽的地方。

面对问题，我们首先要进行事实
性追问，“是真的吗？”就题目而言，
首先就是要弄清楚情境所给的“给匾
额题名”这个隐喻主体究竟指什么，

“直接移用”“借鉴化用”“情境独
创”这三种方法性隐喻又分别指什
么。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图示来说明：

这样题目就转换为要求考生结合
自己的生活体验，阐述对待传统文化
或传统经验应该采用怎样的态度和方
法，以及这些方法之间又是怎样的辩
证关系。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
“是对的吗？”“是唯一的吗？”不断深
入对问题的思考。“直接移用”未必
就不好，“情境独创”也未必就一定
好，对待传统文化现象，要审慎思
考，辩证分析，切勿简单、粗暴、武
断，这些道理鲁迅先生早在《拿来主
义》中就有过深刻的阐述，这就是高
考对学生言语表达及理性思维品质的
深度考查。

所以，考生只有跳脱出隐喻制造
的种种困局，通过不断追问，作出事
实判断、价值判断，才能走向理性，
考生的思维品质才能通过写作充分彰
显出来。这也是教师在今后的作文教
学中尤其需要重视的部分。

（作者单位系湖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

跳出隐喻藩篱 写出思辨好文
——以2022年全国两套试卷作文题为例

李小军

考试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
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
办学导向。作为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
制、扭转不科学教育评价导向的关键
环节，考试命题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核心素养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自《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颁布以
来，高考化学试题的素养导向日益突
出，发挥着增智育人的积极作用。

以真实问题情境为载体，
挖掘试题育人功能与素养价值

2022年6月浙江省高考化学试卷
中的第25题，以鉴别亚硝酸钠和氯
化钠这一实际问题为主要任务，要求
学生对四种给定设计方案与对应的现
象和结论进行分析与判断。原题如
下：

亚硝酸钠俗称“工业盐”，其外观、
口感与食盐相似，人若误服会中毒。
现将适量某样品（成分为亚硝酸钠或
氯化钠）溶于水配成溶液，分别取少量
该溶液于试管中进行实验。下列方案
设计、现象和结论都正确的是（ ）

尽管该题是一道选择题，却在极
为有限的空间内，深度挖掘了问题背
后所蕴含的育人功能与素养价值。

首先，从问题的提出角度来看，
此题选取亚硝酸钠作为主要的情境素
材，指出其与食盐的关系及其对于人
体的危害，由此顺利引出检验亚硝酸
钠这一实际问题，凸显解决这一问题
的现实意义，进而彰显从化学学科视
角分析与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以
此考查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这
一素养。

其次，从问题选项设置的角度来
看，四个选项均围绕同一问题的解决展开，提供鉴
别亚硝酸钠的四种实验方案，每一种方案均包含多
步实验操作，涉及多种化学反应过程，需要由学生
自主分析、判断实验方案与相应的现象和结论是否
均正确。该题设置的四个选项与问题任务之间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能够较为充分地考查学生的高阶思
维能力。

最后，从问题解决思路的角度来看，此题主要
考查学生能否根据给定实验操作分析并预测实验现
象，能否基于有关物质的组成、化学变化的规律以
及相关证据等提出并解释实验结论。具体来看，就
A选项而言，KCIO3溶于水，电离出钾离子和氯酸
根离子。如果样品中含有亚硝酸钠，将其溶于水可
电离出钠离子和亚硝酸根离子，与硝酸银反应会生
成亚硝酸银沉淀，由于该沉淀可溶于稀硝酸，因此
A选项设计的方案不能生成白色沉淀，故A选项错
误。就B选项而言，氯化钠溶液电离出的氯离子和
亚硝酸钠溶液电离出的亚硝酸根离子均可以被酸性
高锰酸钾氧化，从而使溶液褪色，所以无法得出样
品中必然含有亚硝酸钠的结论，因此，B选项错
误。就D选项而言，稀硝酸可以将亚硫酸钠氧化为
硫酸钠，加入氯化钡就可以生成硫酸钡白色沉淀，
因此，这一结论与样品中是否含有亚硝酸钠无关，
故D选项错误。就C选项而言，亚硝酸钠与稀盐酸
反应可以生成亚硝酸，而亚硝酸具有氧化性，可以
将亚铁离子氧化为铁离子，溶液也会随之变为黄
色，所以C选项正确。由此可见，该题考查的思维
容量比较大、思维过程较为复杂，能够同时考查科
学探究与创新意识、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以及证据
推理与模型认知等素养。

优化试题命制过程，促进情境与问题
的深度融合

在命制化学试题时，应该在坚持以核心素养为
测试宗旨的原则下，精心设计试题情境，合理规划
问题空间与结构。

首先，以核心素养为测试宗旨。上述试题以科
学探究与创新意识为主要测试宗旨，同时兼顾了变
化观念与平衡思想以及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等素
养。要求学生根据给定实验操作分析并预测实验现
象，基于有关物质的组成、化学变化的规律以及相
关证据等提出并解释实验结论。因此，在设计试题
时，应当全面理解课程标准理念和要求，熟悉核心
素养的内涵与水平描述，准确把握学业质量标准，
参考内容要求和学业要求，明确试题对于学生核心
素养培育的独特价值，从中提出与核心素养立意相
匹配的试题的具体测试目标与要求。

其次，强化试题情境设计。试题情境是突出评
价育人导向的关键所在，因此，在选取情境素材
时，应同时关注情境的思想性、科学性、真实性。
在思想性方面，应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教育改革的各项要求，适时将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安全、
生命安全与健康等重大主题有机融入试题中，充分

重视试题在立德树人方面的独特
功能；在科学性方面，应全面且
准确地把握社会、生活、生产中
的化学现象和事实背后所蕴含的
本质，确保试题情境的设计合情
合理、有理有据；在真实性方
面，尽管对于很多真实的、复杂
的、专业程度高且明显超出学生
认知发展水平的真实问题来说，
如不经加工就直接交给学生去独
立解决是不现实的，但试题情境
也应该尽量追求真实性，可以在
保持关键性任务特征的基础上，
适当控制边缘性的、对所测素养
没有重要影响的任务特征，促使
学生在系统思维的指引下对构成
问题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
行连续推理，以此发展学生在复
杂陌生情境下分析与解决真实问
题的素养表现水平。前述试题的
情境素材通过指出亚硝酸钠与食
盐的关系，引出检验亚硝酸钠这
一问题对于生命安全与健康的现
实意义，四个选项的设计均紧密
围绕这一问题情境展开，尽管

“工业盐”中的实际成分除亚硝酸
钠和氯化钠外可能还含有氟、
钡、砷、铅等有害物质，但试题
情境并没有明确指出，而是在一
定程度上认可了真实情境的“不
可复制性”，对其进行了适当的抽
象和简化，如此设计不仅符合高
中生的认知水平，而且也能够考
查学生解决这一问题的素养水平。

最后，优化问题空间。以往
一些试题会为学生提供充分且细
致的解题线索与提示，问题的结
构化程度非常高，留给学生自由
发挥与深度思考的机会有限。核
心素养导向下的试题则强调应在
综合考虑情境的陌生度、复杂度
以及学生的已有认知基础之上，
合理调控问题结构，不断优化问
题空间。既要避免因问题空间太
小而使问题情境“失真”或“失
效”的现象出现，也要防范因问
题空间太大而使学生认知负荷过
重的情况发生。

灵活调控问题结构，引
领化学课堂教学改革

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教师
应有机结合并同步实施“教、
学、评”活动，充分发挥课堂练

习、课后作业、纸笔测验等所承载的内容对于学生
核心素养的诊断与发展功能，促进“教—学—评”
一体化的落实。

在课堂教学场域中，教师需要同时面对不同能
力水平的学生，这就要求教师做到因材施教，根据
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与独特需求来合理选取、调控
并搭配结构化程度与思维空间不同的问题，以问题
为载体落实“教—学—评”一体化。

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伴随学生相关知识的增
加，通过逐步减少问题解决线索，他们省出的工作
记忆容量就可用于应对逐步提高的内容解决要求。
因此，随着学生认知层次和素养水平的不断进阶，
教师可以逐步扩大问题空间，撤去不必要的思维

“拐杖”，给予学生自主拆解问题情境、有效调用有
关认识角度与推理思路来解决问题的机会。由此，
学生才可能有足够的认知参与度，认识到化学学科
的广泛应用价值，体会核心素养的统摄性和可迁移
性，从而促进学生在解决不同结构化程度的真实问
题中形成稳定的核心素养。在这个意义上，通过灵
活调控问题结构，可以为增值评价提供依据。从学
生学习起点开始，为学生提供不同结构化程度的问
题，基于此可以持续关注并跟踪学生的学习全过
程。例如，随着课堂教学的持续推进，可以逐步减
少同一类型问题的提示性线索或解题步骤，不断增
加问题结构的开放性和问题情
境的陌生度、复杂度。在此过
程中，不仅能够为了解
并判断学生核心素养
发展的增值情况提供
重要的证据支撑，而
且还能发挥增值评价
对学生发展、教师专
业成长和学校教育教
学变革的激励和助推
作用。因此通过灵活
调控问题结构，在不
同时期为不同学生提
供适宜结构化程度的
问题，可以有效引领
化学课堂教学改革。

（作者单位系教
育部课程教材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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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试题解析

比较类诗歌鉴赏，简而言之就是
把内容、形式相近或相对的两首诗歌
或一组诗歌放在一起进行对比阅读。
这不仅考查学生对语文基础知识的掌
握情况，还考查学生的阅读分析能力、
思维能力、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等。
比较类诗歌鉴赏复习备考如何有效开
展？现以2022年高考题为例进行剖
析，从中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

清楚考查点

分析近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比
较类诗歌鉴赏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
型：对不同诗歌中相同意象的比较或
不同诗歌对同一对象描写优劣的比
较，对不同诗歌中同一炼字的比较或
同一诗歌不同版本用语的比较，对不
同诗歌描写同一对象的表达技巧的比
较，对同一诗人书写相似内容所表达
的思想情感的比较等。

具体来看 2022 年高
考试卷中的比较类诗歌鉴
赏题，全国甲卷是咏物

诗，全国乙卷是送别诗，浙江卷为咏
史怀古诗。尽管文本形式各有不同，
但都是从比较阅读的视角考查学生的
必备知识、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所
考内容，既有针对诗歌局部内容，也
有针对诗歌整体；既有诗歌形式要
素，也有诗歌内容要素；既有对语言
文字的理解，也有对思想情感的把
握，还有对表达技巧的运用。其中，
全国甲卷、乙卷的客观题设误点考查
的是诗句内容——全国甲卷14题A
项中“都是以画眉鸟作为直接描写对
象”是对诗歌内容的误读，全国乙卷
14题A项中“是诗人早年的知心好
友”是对颔联中“相知何用早”的错
误理解，而正确选项涉及的内容包括
思想内容、遣词用字、表达技巧和典
型意象。全国甲卷、乙卷的两道主观
题则分别考查鉴赏古代诗歌表达技巧
的能力、评价古代诗歌的思想内容及
作者观点态度的能力。

找准关联点

做比较类诗歌鉴赏题时，学生可
采取的流程是：读懂诗歌，准确理解诗
歌的思想内容，把握诗歌的思想情感，
清楚诗人运用的表达技巧；审清题干，
抓住题干关键词；规范答题，按照题干
的要求，理论阐述和内容分析相结合。

题材、诗歌组成元素和语料构成要
件是准确理解诗歌的重要抓手。诗歌
组成元素，包括显性的语言和意象，以
及隐性的意境、情感和技巧。语料构成
要件，一般包括标题、作者、文本和注

释。唯有把这些部件综合利用起
来，并准确理解，方可读出诗中之
意。而比较阅读，除了要清楚诗歌
本身的意义，还要把两首诗歌放在
一起进行对照，从中辨别异同点，
诸如比较遣词炼字的方式、比较诗
歌中的感情基调、比较诗歌营造的
意境、比较诗歌运用的手法技巧、比

较相同题材的作品、比较不同
观点的作品等。

2022年全国乙卷的两首诗歌是王
勃在不同人生阶段、身处不同人生际
遇所写的，虽然都是送别诗，但《送
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离别的千古愁
云，传递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白
下驿饯唐少府》虽也充满豪情，表达
了对友人未来的无限期待，但同时也
流露出自己被贬离长安的失落与怅惘
之情。全国甲卷欧阳修的《画眉鸟》
托物言志，诗人在对画眉鸟的描写中
融入自身感悟，点出向往自由、追求
自由的主题；文同的《画眉禽》写自
己公务清闲，当僚属散去，人去庭
空，一声鸟鸣让心胸顿觉开阔，展现
的是一位闲散淡泊的诗人形象。浙江
卷的两首诗分别是中唐诗人王建和晚
唐诗人杜牧的诗，尽管二人身处不同
的时期，但两首诗均从盛唐典型意象
入手，表达个人对盛衰之理的思考。

凸显得分点

比较类诗歌鉴赏是诗歌鉴赏的一
个分类，这类题所考查的学科素养包
括诗句品评能力，审美鉴赏能力，在具
体情境下运用联想、类比、引申等思维
方法的能力。认真研究试题，明确考
查指向非常重要。解题，尤其是主观
题的解答，要严格遵循答题的规律，
并树立审题意识、文本情境意识和规
范意识，这样才不至于走样变味。

就答题形式而言，比较类诗歌鉴
赏题与单首诗歌鉴赏题不同。单首诗
歌鉴赏题的解答多采取总分式结构，
即先进行概括性的观点陈述，再结合
具体内容进行简要分析。比较类诗歌
鉴赏题则需要分别立足每一首诗进行
概括性分析，再进行比照。2022年全
国甲卷、全国乙卷、浙江卷的设题点都
是考查不同点，但有时也会把“异同”
作为考查的内容，这就要求解答时既
要指出相同点，还要分别指出各自具
有的特点。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霍邱县第一
中学城南分校）

找准比较点找准比较点 领悟诗中之意领悟诗中之意
——语文高考比较类诗歌鉴赏题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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