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游中学 余孝忠

今人读《鸿门宴》，往往抑项扬刘，将项羽作

为反面教材，认定《鸿门宴》写出了一个狂妄自

大、刚愎自用、缺乏远见、没有领导力的项羽形

象，而刘邦足智多谋、行事果断、知人善用、富有

领导力。以如此形象分析作为理解《鸿门宴》的

“文言津梁”，笔者认为有失偏颇。

一、“言”下之意：刘邦溢于“言”表的领导力
无疑，刘邦是《鸿门宴》里刻意被渲染具备超

级领导力的王者。

为诱使项伯成为他的内线，他纡尊降贵“兄

事之”“奉为寿”“约婚姻”；为示弱项羽，他称对

方为“将军”而自称为“臣”，故意放低自己，弱

化势如破竹的西进战绩——“不自意”，甚至不

惜用语肉麻到“日夜望将军至”“得复见将军于

此”的程度。而在坐位次时，再三谦让到“北向

坐”；为尽快逃离这个是非地，他“坐须臾”“置

车骑”“度至军”。

这些事关生死的时刻，他没有“为之奈何”的

询问，而是果断定策，果敢行动，绝不迟疑，充分

体现了一个决策者的领导力。

二、“弦”外有音：孰是孰非对比领导力
让我们观照司马迁笔下这些对比时刻：

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

籍何以至此？”

沛公之“志”是在前句所言“贪于财货，好美

姬”的反衬下完成的，而项羽之“志”是在沛公“使

子婴为相”的前提下推出的，一个表明其本为贪

财好色之徒，一个表明其本以推翻暴秦为己任，

对比何等鲜明。

“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

王也。’故听之。”分明是刘邦集团前夜密谋之结

果。“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

郑。”（《项羽本纪》）乃推翻暴秦统治后分封天

下，即立沛公为王，其重信义如此，岂是刘邦之

流可以度之。

沛公在张良面前何其遮遮掩掩，同时项羽在

沛公面前何其坦坦荡荡。

“项王许诺”句，一诺当值千金，尤其贵为人

主。对比来看，当夜项王“许诺”，致使第二天“鸿

门宴”上，范增千般计策全然失去意义。

“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

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刘邦与项伯“约为

婚姻”完全是一句空话，一切以利益、利用为原则

的刘邦，后来将女儿鲁元公主嫁给赵王张敖，以

笼络赵国势力便是明证。

项羽待刘邦可谓真诚。“项王曰：‘……不然，

籍何以至此？’”一个“籍”字，将兄弟情谊真真切

切地摆到刘邦面前（并且暴露出卖主子的曹无

伤）。而刘邦呢？一个“将军”，则表明他决不承

认项羽的地位，且通过樊哙之口将“王关中”的野

心暴露无遗。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

项王曰：“赐之彘肩。”

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

一连四句，言简意赅，对敌方一个肆意闯帐

的参乘大加奖赏，一个英雄惜英雄的项羽形象呼

之欲出。反观刘邦，当一切利用结束的时候，无

论项伯、樊哙还是张良，都不免让人为他们的前

途担忧，让人心寒。

当然，在与下属有效沟通并订立攻守同盟、

积极为这场“鸿门暗战”谋划的所谓领导力上，项

羽真是连给刘邦提鞋的条件都不具备：

（沛公）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日

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

樊哙曰：“……今天沛公先破秦入咸阳，秋毫

不敢有所近……此亡秦之续耳。”

（沛公）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

一双，欲与亚父。”

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

里耳。”

表达方式是如此雷同，言行准备得这么充

分，逃跑路线是如此清楚，事先“功课”该做到什

么程度。

对照项羽：

项王许诺。

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

王默然不应。

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除却项羽在用人上不足的要素，以上各句，

我们可以分明看到一个“无为”的项羽。项羽为

什么“无为”？笔者以为，这便是之前“许诺”的结

果。两相对照，项羽“仁义”与“大度”的君子形

象，与刘邦做亏心事的猥琐形象自在其中。

三、“文”质彬彬：项羽居仁由“义”的领导力
《鸿门宴》一文，项羽出场的表现是不丰满

的，以至于有人说项羽无能，沽名钓誉、狂暴专

横。持这样观点并以此展开教学的教师不在少

数。笔者以为，这是没有理解司马迁作《项羽本

纪》的初衷。

事实上，项羽具备当之无愧的领导力。

领导力的核心是正直，是“义”，当得知刘邦

“王关中”“使子婴为相”时，他“大怒”。在他看

来，“王关中”便是对结盟的公然破坏，“使子婴为

相”便是与虎谋皮，都是“不义”。那么，便只有

“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而当刘邦向他低

头，承认错误时，作为王者，他就必须信守“义”，

所以尽管范增“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他只会

选择“默然不应”。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时，

他也不会放纵属下胡来。

领导力的关键在尊重，在项羽看来还是

“义”。因此，当项伯和他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

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时，他表

现出对沛公的尊重——“项王许诺”；当樊哙闯

帐，那种对于人才的重视姿态甚至于让他忘记应

该给予惩罚；当张良和他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

脱身独去，已至军矣”时，因为属下多有得罪而使

自己未能很好地尊重对方，他“则受璧，置之坐

上”，表现出何等内疚、自责和谅解。

领导力的根本在取势，在项羽看来更是

“义”。当沛公“欲王关中”之时，势在项羽，因

为沛公有不义在先之嫌，讨伐沛公也理所当

然；但是，当项伯泄密并成为刘邦说客，且第二

天一早刘邦就上门道歉时，势便自然已不在项

羽，“鸿门宴”不过是以范增为首的政客们自编

自导自演的一出闹剧。如果任由范增之流此

刻斩杀刘邦，项羽的领导力便不复存在。因

此，在项羽看来，作为英雄、勇士，他情愿在战

场上和刘邦一决高下，也不想因为失“义”而被

世人耻笑。

他无比自信，因为他无人能敌。他极其爱惜

羽毛，因为他守义为先。

孟子说：“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

子·尽心上》）

《鸿门宴》，它让我们更好地看清一个真实的

项羽——一个以“义”为精神内核追求完美的

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那个时代顶天立地

的王者。

刘卫东老师说：“烘云托月法是《鸿门宴》的

主要写作技巧。”《语文必修·教学参考书》也

说：“（鸿门宴）主要塑造项羽形象。”然而，一直

以来，从教学参考书出发的单一思维解读误导

我们太多，以至于我们离司马迁的初衷太远却

不自知。

从《鸿门宴》的写作技巧试论项羽的领导力

□杭州养正学校 闫树毅

中国现代诗歌（新诗）继承了古典诗歌注重

语言含蓄凝练、意境神韵高远等特点，又具有外

国现代诗歌自由奔放，强调情感性、主观性、音乐

性及立体感的美学风貌。基于课本的新诗写作

教学，有助于帮助学生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提升

其写作能力，形成语文素养。

朱自清曾说：“据我数年来对大学一年生的

观察，推测高中学生学习国文的情形，觉得他们

理解与鉴赏旧诗比一般文言困难，但对于诗的兴

味却比文大。”据笔者观察，有相当一部分初中生

很喜欢新诗，喜欢新诗鲜明的意象、流淌的感情、

明快的节奏、警策的哲理，喜欢用新诗来表达，新

诗与中学生的生命最为贴近。

一、新诗写作教学学情分析
作为一种充满创造性的文学形式，新诗对于

学生而言是极好的学习文本。《语文课程标准》中

要求初中生能够掌握诗歌写作能力。然而，新诗

却是语文教学中最不受重视的文体，教学方式单

一，练习时间短，导致学生的理解比较片面，艺术

趣味比较褊狭。

初中生对新诗写作普遍有畏难情绪，笔者对

40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一半的学生有过新诗创作的经历。大多数学生

对新诗创作保有浓厚兴趣，新诗抽象的语言、自

由的抒情符合初中生充满幻想的青春期心理特

点。新诗受到初中生欢迎，为何还有学生不去或

者不敢进行新诗创作呢？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学生们纷纷写下自己的

新诗创作困境，笔者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需要一双描绘生活的眼。学生对生活的

观察和感知还不够细腻，没能在生活和写作之间

搭起桥梁。这是学生新诗创作起笔难的主要原

因，更是影响学生作文能力的重要因素。因为新

诗创作与观察能力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观

察能力更是审美感知能力的一个激发点。教师

要做的是触动学生欣赏美的心灵，酝酿学生对生

活的热爱，反过来促进其新诗写作，提高其语文

综合素养。

2.需要一张妙语连珠的嘴。人类对美的表

达永远落后于对美的感知，即使是作家也会有言

不尽意的无奈。如何将感官接收到的生活符号

转化为灵动的诗歌语言，如何将情感情绪流入诗

歌的字里行间，学生既没有方法，也没有头绪。

但只要开始表达了，就会有成功的希望。如何给

学生一个开始表达的方法，让学生通过几个支点

去玩语言、用语言，是新诗教学的重要内容。

3.需要一颗自信勇敢的心。超过半数的学

生认为自己写得不好，从创作起点就否定自己，

不免让人心痛。此时用言语去鼓励学生是苍白

无力的，学生心里有一个审美评判标准，只有当

学生写出让自己也欣赏的文字，才能真正建立起

信心，打开新诗创作的大门。

二、新诗写作教学创意支架
触手可及的生活、巧妙灵动的语言，需要一

副创意的支架，才能构建起诗的天地。

1.将意境形象化

诗歌是凝练的，讲究炼字、炼句、炼意，“言有

尽而意无穷”。然而笔者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学

生不讲意象、意境，缺少审美想象，只是一味追求

主观表达，或者认为只要写出分行的句子就是

诗。如何寻找富有生命力的意象，把生活感悟融

入诗的意象中，这对初中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部编版教材九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是诗歌学

习单元，经过前四节课《沁园春·雪》《我爱这土地》

《乡愁》《你是人间四月天》的学习，学生对诗歌有

了一定的了解，基本掌握了何为意象，在完成自主

欣赏和自由朗诵后，接下来要尝试创作。

互文性理论认为原创性文本是不存在的，一

切文本都是“互文本”，是由其他文本交织组成

的，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以

课本为灵感源泉，从模仿到创作，是笔者进行新

诗写作教学的基本思路。

例如穆旦《我看》中，诗人眼里出现多个意

象，不妨利用这些意象进行改写，可以加深学生

对已学新诗的理解，并结合自己的思考与想象，

进行转化和创造。

以《我看》为基石，引导学生切换视角，激发

学生想象：诗人穆旦眼里看到的是春风、青草、飞

鸟、流云等意象，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意象，你能

看到什么？

2.将抽象具体化

诗歌情感表达如果太过直白，就会降低读者

的审美感受，如何巧妙又新颖地表达情感，无论

对于诗人还是学生都是难题。初中生思维还处

于过渡时期，表达方式简单，词汇量还有待提高，

如何将平常情感不平常地表达出来呢？

笔者通过将抽象情感具体化，让学生填写人

的情绪喜怒哀乐的颜色、重量、声音和形状，打开

学生的想象空间，通过创意表达让语言活起来。

学生思维打开以后，又自行设计后续表格，

如填写欢快、闲适、凄清、寂寞、豪迈的颜色，重

量，声音，形状，意象，动作和神情。

还有可将古诗中的情感意象应用到新诗当

中，学会迁移运用，找到灵感土壤，也能提高创作

激情和信心。

3.将细节抽象化

语言是有声的思想，所有物质都能抽象成富

有诗意的灵魂，让诗歌情思绵长、意味深刻。而

要达到这一步，需要一个与上一种方法相反的思

维过程。笔者通过思维推导图方式引导学生将

意象抽象化：意象→它的动作→它的心理→它让

你想起什么→它象征着什么。

4.让语言陌生化

陌生化理论是由俄国的维克托·鲍里索维

奇·什克洛夫斯基在上世纪初提出来的。他说：

“艺术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

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我们在陈述常见

的事物或道理时，不采用大多数人习惯的说法，

而是通过将语言陌生化，延长读者的阅读时间，

给读者以新鲜的阅读感受。

这一部分笔者主要想讲词语锤炼，通过替换

词语，学会修改词语，既升格诗歌，又让学生感受

到玩味语言的趣味。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课内学习诗歌

毕竟效果有限，教师要引导学生在课外学习积

累、广泛涉猎，学会观察生活、记录生活，摘抄背

诵自己喜欢的优美诗句；还可以举办班级新诗朗

诵会，展示新作、朗诵名作，激发学生兴趣，搭建

展示平台，以读促写，以写促思。

初中生新诗写作教学搭建创意支架的探究

□杭州市育才教育集团（总校） 翁静芳

学习单不同于简单作业，而是教师根据学

情架设的桥梁，将学生与文本联系在一起。学

习单中设置了教师的“教”，相当于一个半独立

的教学设计；学生的“学”融于学习单的完成过

程，体现了以学为本的基础特征。

学习单的设计与有效运用，有助于教学目

标的把握与过程行为的展开。教师可以利用

目录式学习单，引导学生在细读中发现学习内

容的规律；也可以设计单元内容概要学习单，

引导了解单元内容和各篇文章之间的关系，使

文本学习更序列化、整体化。学生能够通过学

习单梳理文本，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如《花

钟》；理清事情的顺序关系，如《方帽子店》。

学习单的设计运用要有整体意识，要明确

年段与单元的学习目标，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对

比研究，实现阅读、表达的迁移，发挥其总结与

延伸作用。

学习单的设计与运用应以学生为主体，考

虑他们的年龄特征，注意其认知规律，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

一、关注学生心理，设计形式多样的学习单
小学生是儿童，只有将活泼多样的形式

引入到学习过程中，他们才能始终保持学习

热情。

1.锦囊式：巧用儿童的猎奇心理

锦囊妙计式、层层推进式的设计，符合学

生的学习心理。在《全神贯注》的学习中，可设

计“学习小锦囊1~6”形式学习单，内容侧重不

一，但目标均指向表达方式。

2.阶梯式：妙用儿童的形象思维

《女娲补天》是部编版教材第七册以神话

故事为主题的教学单元中的一篇课文，学生已

有学习前三篇课文的体验，在设计学习单时，

应重视同一单元主题下的学法迁移和自主性

把握。

3.表格式：善用儿童的归类思维

儿童天生不喜欢过于复杂的事物，而说明

文要说清一件事情，往往需要涉及复杂的道

理。运用表格式学习单可以使复杂事理一目

了然。以《蝙蝠和雷达》课文为例，教师可先让

学生自主学习课文内容，然后根据学习单交流

汇报三次实验的情况，交流介绍科学家和“我”

的启示，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升。

4.启发式：化用儿童的幻想心理

在设计童话类、想象类课文的学习单时，

可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句，启发学生

充分展开想象，在想象中自主再造情境，使学

生尽快进入文本，把握学习重点。

5.多形式：适用儿童的求知欲

不同类型的文章可以设计采用不同语言学习要点的学

习单：如《花的勇气》等意味深长的课文可以采用读写结合

单；如《大自然的声音》等语言优美的课文可以采用朗诵感

悟单；如《西门豹治邺》等故事性强的课文可以采用表演实

践单；如《一幅名扬中外的画》等图文并茂的课文可以采用

图文结合单。

二、基于学情，找准学习单的设计契合点
我们的课堂习惯于忽视学情，从“好教”的角度来思考和

设计。所有的学习都不是零起点，有时候最富有积极意义的

“教”，恰恰是“不教之教”。用学习单导学，是更多地关注学

生的“学”，站在学生立场来安排学习进程，从“好学”的角度

思考问题，自然呈现“先学后教”“以学定教”为特征的生本

课堂。

1.关注学习起点的预习单的设计与实施

教学应该成为联系课内外阅读的桥梁。在学习单的设

计和运用中，应充分尊重学生的起点，进行弹性设计。其

中，预习单设计有助于学生完成自主学习，教师通过批改预

习单，就能清楚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起点，从而有针对性地设

计教学。

2.关注学情发展的读写单的设计与实施

学习单设计的目的是为学生找到学习支点，从而深入

学习，预留适当空间（留白）有助于学生能力的形成，是学

习过程中的一种学情发展，有助于教师依据教学现场改变

教学安排。

3.关注学习生长点的多元激发单的设计与实施

学生是否能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学习，是否能在掌握学习

方法、学会独立阅读方面获得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教师的

“教”是否关注学生的表达。因此，设计学习单时应充分考

虑文本特点，体现学习的增量。

三、差异发展，让学习单为学生个体服务
不同学生个体的生活经历和阅读经历不同，自然就会有

不同的表达层次与效果。教学中，不妨先允许差异的存在，

然后逐步引导，深化认识，合理表达。

1.尊重差异

学习单的设计与运用要为教师的“教”服务，更要为学生

的“学”把脉。尤其是学习交流时，要基于学生的个性理解，

承认差异，尊重学生独特的阅读情感体验。

2.多元分层

在运用学习单时要考虑学生的兴趣差异、认知差异等，

实行自主选择的方式，重点关注学生如何“学”，尽可能减少

课文内容的分析式讲解，让学生从“学会”到“会学”。

3.注重发展

学习单指向“过程”，可放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

与现有学习情况，自主制定学习目标。这样，不但突出了学

生需求，而且挖掘了个性潜能。如在教学《秦兵马俑》一课

时，可采用激发想象的方法，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介绍兵

马俑的神态与布阵”。

差异源自学生个体不同的情感世界，学生在表达时会出

现关注语言或内容等不同方面的侧重。因此，设计和运用学

习单时应承认差异，关注过程。

学
习
单
：
语
文
教
学
生
本
化
的
实
践
与
研
究

责任编辑：池沙洲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6

E-mail：lunwenzk@sina.com6 2020年1月17日 星期五

教师周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