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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

《水浒传》导读

《水浒传》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讲述了北宋末年一百零八条梁

山好汉在头领宋江带领下除暴安良、替天行道、反抗暴政的英雄传奇

故事。书中好汉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豪爽性格；为兄弟两胁插刀、

快意恩仇的豪侠行为，点燃了读者心中热血，激起了读者万丈豪情。

正如《好汉歌》中所唱：“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

风火火闯九州啊……”

1. 《水浒传》中一共有一百零八条好汉，其中天罡星_______ 人，

地煞星________人。其中还有三条女好汉，分别是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梁山好汉聚齐之后，在山顶上树立起

了一面杏黄旗，上书“_____________”四个大字，它实际上代表

了这次农民起义的口号。

2. 请将下面与武松有关的几个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打虎景阳岗

2 大闹飞云浦

3 血溅鸳鸯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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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醉打蒋门神

3. 《水浒传》最早的德文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文泽名是《中国

的勇士们》，英文译名是《在河边发生的故事》、《一百零五个男人

和三个女人的故事》。你认为这些译名中，哪个比较符合作品的精

神？说说你的看法。

4. 盘点水浒传人物绰号

书中人物绰号很多，一百零八条好汉个个都有自己的绰号。宋江

绰号及时雨；林冲绰号豹子头；吴用绰号智多星…… 你能再举五

例，并说说他们的由来吗？

5. 《水浒传》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开解，给人留下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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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印象，下列人物、主要性格、主要事件搭配错误的一项是

（ ）。

A. 武松—疾恶如仇—怒杀阎婆惜

B. 李逵—真爽率真—元夜闹东京

C. 林冲—循规蹈矩—雪夜上梁山

D. 鲁智深—粗中有细—大闹五台山

6. 逼上梁山的好汉众多，你能选取一个被逼上梁上的好汉，简单描

述一下过程吗？

7. 下面关于《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情节有一处于原著有出入，

请指出并改正。

鲁提辖在酒楼与武松、史进一起喝酒，无意中得知郑屠强骗潘金

莲，于是路见不平，出手相助，结果三拳打死了郑屠。鲁提辖因

此被官府抓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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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骂人的话古已有之，常常在人情绪失控的时候蹦出来。开骂、撕

逼是人们发泄不良情绪的有效手段。骂人的话体现了骂人者的身

份、情绪、性格，那么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里面有哪

些经典的骂人语句呢？

9. 武松上景阳岗之前，在一家号称“三碗不过岗”的村野小店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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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碗酒，一碗算四两酒，十五碗相当于喝了六斤酒，武松酒量

真有那么大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世人对宋江这个人物褒贬不一，你是怎样看的？请对宋江这位梁

山首领的性格特点作简要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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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爱

《简▪爱》导读

《简▪爱》是部脍炙人口的作品。这部带有自传体色彩的长篇小说，对主人

公简爱的刻画，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长相平庸、体格瘦小的简爱，从小受尽白眼和冷遇，但她骨子里有着不屈和

倔强。她像一棵在凄风苦雨里飘摇的野花，人们怜悯它的娇弱、同情它所受的折

磨，但同时却又不得不敬佩它不屈的灵魂和傲然挺立的坚强。平凡的她让我们看

到了太多的不平凡。

从出身来看，她是不幸的。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舅舅家。作为唯一一个关

心简爱的人，舅舅不久却病逝了。从此那里没有温暖没有爱，只有厌恶和冰冷。

她遭受的满是冷眼和欺辱，舅母不喜欢她，表兄妹欺负她，连女佣也对她不耐烦。

甚至为了摆脱她，舅母把她送到了罗沃德孤儿院，孤儿院教规严厉，生活艰苦，

院长是个冷酷的伪君子。简·爱在孤儿院继续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她甚至

在那里目睹了最好朋友的病逝。简·爱在新的环境下接受了六年的教育，没有什

么能打垮这个孱弱的孩子，她甚至还在这所学校担任了两年的教育工作。

身世的不幸，性格的坚强，让简爱不平凡的灵魂散发着光芒。她通过求职，

最终被桑菲尔德庄园聘为家庭教师。在这里她邂逅了一个同样不普通的人——罗

切斯特。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千般万般不般配：一个魁梧高大，一个孱弱瘦

小；一个家财万贯，一个一贫如洗；一个经历丰富，一个单纯简单。但人和人的

灵魂是对等的。在遭受了大火、求婚、悔婚、甚至九死一生之后，简爱最终还是

听从了内心深处的声音：去找他！因为她一直相信：我的灵魂和你一样，我的心

也和你完全一样。 这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好像我们两人已经穿越

了坟墓，站在上帝的脚下，我们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在命运面前，简爱是渺小无力的。但内心的坚定和执着，注定使她拥有不平

凡的一生。恰似一株毫不起眼的野花，被风雨摧残过，但依然能开出虽小却绚烂

的花朵。

https://baike.so.com/doc/2116498-22393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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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能否根据下列提示简述一下简爱的成长经历？

盖茨黑德府→罗沃德学校→桑菲尔德庄园→泽地房→桑菲尔德庄园

2. 简爱在罗沃德孤儿院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在你眼中她是一个怎

样的小女孩？

3. 你从简爱身上能看到了哪些闪光点，你觉得她身上有哪些品行是

你所需要的？

4. 简爱一无显赫的家世，二无傲人的财富，三无出众的容貌，但她

却赢得了罗彻斯特先生的爱情，你认为简爱什么地方吸引了罗彻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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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能从书中找到相关依据吗？

5. 简爱最开始为什么拒绝与罗彻斯特先生结婚？在你的认知中，理

想的婚姻需要哪些因素才能达成？

6.简爱离开罗切斯特后，圣约翰曾向她求婚，简爱为什么拒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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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你觉得圣约翰是个怎样的人？

8. 《简爱》一书中有些“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你能找出一些相关

的内容吗？

9. 在我们看来，简爱是一个值得让人尊敬的女性，为什么她的舅妈

却不喜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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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整个成长过程中，简爱的性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你能试着举

个例子吗？

11. 你能说出几句《简爱》中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精彩对白吗？

12. 有人说“ 《简爱》中的主人公简爱的人生追求由两个基本“旋

律”组成”，你觉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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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你知道“勃朗特三姐妹”吗？能不能说说他们是谁，分别有哪些

代表作？

14.有人说这部小说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书中的巧合不但有媚俗之嫌，

而且容易导致小说失真。你能不能找出这篇小说中的一两个巧合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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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诗选

《艾青诗选》导读

我歌故我在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史当中，艾青是个大形象。”诗人牛汉如此评价艾青。

艾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1910 出生于浙江金华一个地主家庭，

五岁以前被寄养在同村的一个贫苦农家，特殊的童年经历让艾青的诗始终浸染着

对劳苦大众的关注和同情。以诗作《芦笛》为契机，诗人一跃登上文坛，1934
年发表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引起轰动，“艾青”这一笔名遂固定下来。

艾青的诗歌如同一把火，始终燃烧着激情与热血，驱散着黑暗与阴霾，始终

映照着中国人民现实的大地，也充沛着对自由、光明和美好生活的热切盼望。艾

青把诗歌长青之树始终深深根植在中华大地上，一生坎坷，却始终不忘思索人民

的命运。他在《诗人论》中说：“为什么你们永远不安？一种比什么都更强烈的

爱情，在你们的胸中汹涌。”这“爱情”便是贯穿其诗歌生命的主线，即对祖国、对

土地、对人民、对大地上一切生命的大爱！

意象独特、想象丰富、讲究哲理、形式自由构成了艾青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艾青的诗歌中，“土地”意象凝聚着他对祖国、人民、大地母亲深沉的爱，对

祖国命运深沉的忧患意识；“太阳”意象表达了他对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的热

烈追求。他写诗不拘泥于眼前的事与景，而总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时而与

遥远的时代共振，时而听见未来的呼唤。诗人总能以小见大，擅从平常事物中找

出哲理意味，从而使他的诗质地朴素凝练又深厚隽永，值得细细品味。除此之外，

艾青的诗自由奔放，汪洋恣肆。他写的大多是自由体，重视内在的节奏，而不受

韵律、形式的拘束，散文化的语言使诗作感情饱满，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这得

益于艾青敏捷而聪慧的艺术直觉，他受到包括象征主义在内的外国诗歌流派的影

响，还从绘画、雕塑，音乐等多种艺术领域汲取营养，从而丰富增强了诗句的表

现力，以其独特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

艾青的生命就是诗歌的生命。他说：“我写作，写作第三个还是写作……假如

有一天，我对自己的写作生活起了怀疑，那一天将是我的末日”，他宣布：“我生

活着，故我歌唱。”艾青用自己的生命践行诗歌的意义，让我们一起走进艾青的

诗心，跟随诗人文字的脚步，赴一场美妙的诗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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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艾青诞辰 100周年，为缅怀诗人，学校学生会将举办“艾

青，我为你骄傲”大型纪念活动，分为诗歌展览组、诗歌鉴赏组、诗

歌创作区，共同完成本次纪念活动。

诗歌展览组

（一）你们打算在诗歌展入口处张贴海报，简要介绍诗人和他的诗歌

成就。请你设计一个标语，力争贴合诗人情况，有吸引力。

（二）你们打算呈现艾青诗歌基本情况，在查找相关资料时，你们发

现了以下图表。

创 作

期

诗

歌

名

背景探寻 赏析

初 期

(1937

年 以

前 ):

忧 郁

与 悲

哀 的

笼罩

A 20 世纪 30 年代，艾青离开

浙江老家前往当时被称作抗

战中心的大都市——武汉，

没有看到全民积极组织抗战

的景象，反而到处都是无家

可归的难民和流浪者，于是

于深夜在武昌一间阴冷的屋

内写完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篇。

全诗通过描写大雪纷扬下

的农夫、少妇、母亲的形

象，悲悯下层人民的困苦，

忧伤祖国的命运，表达了

诗人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

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赤子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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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

(1938

-1978

): 希

望 与

理 想

的 追

求

《

我

爱

这

土

地》

本诗作于 1938 年 11 月，当

时正值国难当头，饱经沧桑

的祖国正在遭受日寇铁蹄的

践踏。

B

C 诗人从重庆来到延安以后，

在这一片新的天地里，诗人

清晰地感受到，长期以来，

处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危机之

中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风

雨如晦的斗争岁月之后，人

们所祈盼的黎明就要到来

了。诗人以自己特有的敏感，

向人们传达了这一信息。

诗歌以“黎明”的口吻，

呼唤“诗人啊/你起来吧”，

让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

所有的“村庄和城市”做

好准备，迎接“白日的先

驱，光明的使者”的到来。

“黎明”象征着革命的胜

利，全国的解放。

晚 期

(1977

年 以

后)赞

美 与

歌 唱

《

鱼

化

石》

1978 年，艾青重返诗坛，久

被压抑的情感澎湃高涨，他

在鱼化石上找到了流溢之

口。鱼化石的形象和诗人心

中的思绪撞击，使诗人产生

了灵感。

鱼化石裹身岩层，重见天

日，却没有了活力，没有

叹息，听不见浪花，看不

见蓝天碧水。由此引发对

生命本质的思考——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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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

怀

E 这首诗是艾青二十年来在

“光”的指引下对历史、人

生和社会思考的结晶，传达

出他在新时期重获生存和创

作权力后要倾力创作的心

声，寄托了其对光明的追求。

赞美“光”这一神奇的物

质，赞美“光”带来的社

会文明，以及“像光一样

坚强”的社会正义，字里

行间包含着睿智的哲思。

(1)字母处的文字被污损看不清，请根据你的阅读，在字母处填上

相关内容。

A

B

C

D

E

（2）通过这个图表，你发现了诗人艾青创作诗歌的一大特点是

（三）展览组策划了一个“走进名著，与作者对话”的活动，请

你以“一位忠实的读者”的名义，给艾青写一封信，交流你学习

和探究《艾青诗选》后的感想，字数 2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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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鉴赏组

（一）《金色花》、《未选择的路》，《乡愁》……诗歌鉴赏组的同学

们翻阅了语文书，发现已经学会了不少阅读现代诗的方法，请至

少写出三种。

（二）在阅读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时，你会采用

哪两种阅读方法呢?结合诗作，写出你选择这两种阅读方法的原

因。

（三）艾青被称为“太阳与火把”的歌手，“太阳”、“土地”、

“黎明”是他诗歌的主要意象。你们决定以《太阳》为例，探究

诗歌意象与情感的关系。你们遵循诗人用了哪些意象、借助这些

意象表达了什么感情的步骤来探究。请根据示例，探究《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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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两节的意象与表达的感情。

示例：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

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它以难

遮掩的光芒/使生命呼吸/使高树繁枝向它舞蹈/使河流带着狂歌

奔向它去（《太阳》一、二节）

当它来时，我听见/冬蛰的虫蛹转动于地下/群众在旷场上高声说

话/城市从远方/用电力与钢铁召唤它/于是我的心胸/被火焰之手

撕开/陈腐的灵魂/搁弃在河畔/我乃有对于人再生之确信

（四）你们发现“忧郁”是诗人诗歌的关键词。“艾青式的忧郁”

不是为自己命运坎坷而悲伤，更是为民族无法挣脱枷锁，为人民

无法获得安宁，为生命无法得到自由而忧郁，请你在《艾青诗选》

“远古的墓茔”“人类死亡之流”“沉睡的山脉”，这些意象表明光明（太阳）诞生于黑

暗与死亡；“难遮掩的光芒”说明光明（太阳）的力量是黑暗无法阻挡的；“生命”呼

吸、“高树繁枝”舞蹈、“河流”狂歌奔流，运用这些意象，表现出太阳使万物复苏，

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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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摘录一两则带有这种“忧郁”气质的诗句。

诗歌创作组

（一）运用联想与想像，结合自己的观察，将《当黎明穿上了白衣》

这首短诗改成 200 字左右的写景散文。

（二）艾青的诗以形式自由为主要特点，请你自行创作一首现代

诗，选择合适的意象表达你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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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导读

从小被周围人灌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心目中，读书人是有知识的

人，是有德行的人，是有思想的人，也是最有前途的人，最有责任和担当的人。

等到看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才发现读书人中也有可怜的

人、可悲的人、可笑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发现自己思想的狭窄，身边

那么多读书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展现着不同的人性。直到翻

开《儒林外史》，惊异地发现这本两百多年前创作的讽刺小说，把中国几千年来

读书人以及市井百姓的人性一网打尽，毫无遗漏。

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功名富贵对人性的腐蚀，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吏治的

腐朽、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你也会看到少数人坚守自我，对人性的守护与

坚持；更能看到作者对现实的辛辣讽刺和嘲笑。有人会因为多燃一根灯草久久不

能咽气，有人能因为中举癫狂失态，有人会不顾亲生女儿的性命劝女殉夫，有人

会对御书楼顶礼膜拜，也有人豁达坦荡，淡看功名……这瞬间的行为是以他们的

全部生命为潜台词的，所以这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

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作者敏锐地捕捉人物瞬间行为，把对百年

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和他们瞬间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讽刺具有文化容量

和社会意义。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辛辣的笔触对社会现状和儒士命运进行批判揭露的

讽刺小说。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腐朽

糜烂的现状。它透过人生百态揭示了士人功名利禄的观念、官僚制度、人伦关系

和整个社会风气。作者从揭露科举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奴役下的士人丑恶的灵魂

入手，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

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人民灵魂的扭曲。吴敬梓的讽刺显

然给了封建社会有力的一击，宣泄了大多数心有同感的读书人对人性卑劣、社会

黑暗的控诉。鲁迅评价《儒林外史》说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

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儒林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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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空

1.《儒林外史》的作者是 ， 代小说家，字敏轩，号粒

民，晚号（文木老人）。作品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师说》等。

2.《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 小说，全书共 回。

3.整书开首以 “功名如粪土”为引子“敷陈大义”，把历

史上此人追求功名的事一概不提，塑造了一个高人的形象。

4.《儒林外史》塑造了 、 等一批醉心于功名的八股

学士。

5.临死时还因为灯盏里多了一根灯草，迟迟不肯断气的人是 。

6.年过六十的徽州府穷秀才 ，年年科举，屡试不中，但他

却恪守礼教纲常。他的三女婿死了，女儿要殉夫，婆婆不肯，他反而

劝亲家让女儿殉节。

7.《儒林外史》以作者为原型塑造的正面人物是 ，他不热衷

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

8.宋神宗下诏表彰的贤人中，唯一的女子是 。

9.在《儒林外史》中，足以和范进媲美，被科举制度弄得神魂颠倒的

可悲可怜可笑的人是 。

10. 五河乡人，是一个秀才，当了兴贩行的行头，因说假

话，在虞华轩家饿了一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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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在《儒林外史》中， 是以一个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

奸诈小人的形象出现的，围绕这一点，记叙了好几件事情，其中描写

最为生动传神的是 。

12.张铁臂，曾在娄家 事件中骗取娄氏兄弟钱财。此后，

他以 的身份，出入天长杜府，后被 “看破了相”。

13.（牛浦） 原本与祖父相依为命，后隔壁开米店的卜老

做主把自己的外孙女嫁与她做妻。但后来却恩将仇报，撇下妻子。为

了结交官府，追求名利，他竟冒名顶替、到处招摇撞骗。

二、选择

1.《儒林外史》中，有较多作者本人影子的人物形象是（ ）。

Ａ、匡超人 Ｂ、杜慎卿 Ｃ、杜少卿 Ｄ、牛布衣

2. 书中曾提到有一个“书呆子”（因为推崇“举业”而麻木的人）

游西湖，指的是谁（ ）

(A) 蘧公孙 (B) 范进 (C) 马二先生 (D) 娄三公子

3、 请问帮娄家看守祖坟的是谁？（ ）

(A) 杨执中 （B) 沈祥甫 (C) 邹吉甫 (D) 杜绍卿

4、请问蘧家和娄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

(A) 世交 (B) 姻亲 (C) 仇人 (D) 邻居

5、马二先生告诉蘧公孙作文应以何种气为主？（ ）

(A) 注疏气 (B) 朴实气 (C) 理法气 (D) 词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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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请问科举时代，选各府县学行俱优的学员进入太学者，称为什么？

（ ）

(A) 贡生 (B) 学生 (C) 监生 (D) 考生

7、匡太公临死前对匡超人的遗嘱是以什么为重？（ ）

(A) 出人头地 (B) 利禄 (C) 功名 (D) 德行

8、哪一位将军建立的军功，却被连降三级？（ ）

(A) 萧云仙 (B) 鲍文卿 (C) 杜慎卿 (D) 汤镇台

9、请问太保公要延揽何人拜在他门下，朋比结党（ ）

(A) 虞博士 (B) 庄绍光 (C) 蘧公孙 (D) 杜慎卿

10 请问王太守到了南昌府之后，衙门里出现了哪三种声音？（ ）

(A) 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 (B) 打人声骂人声撞人声

(C) 玩乐声唱歌声饮酒声 (D) 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

三、简答题

1.《儒林外史》中塑造了很多读书人的形象，有的是作者褒扬的读书

人的榜样，有的则是作者辛辣讽刺的对象，你能各举几个人物出来

吗？

2. 请从以上人物中，选择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人物，用一张思维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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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梳理一下他的个人经历，分析一下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3. 很多小说为了使故事情节有起伏更丰富，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

满，采用了三复结构，例如《西游记》中三打白骨精，《三国演义》

中三顾茅庐，《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骆驼祥子》的三起三落。《儒

林外史》在讲述读书人故事时，也采用了这种三复结构，你能举一个

细节来加以印证么？

4、将下列人物与其对应的事例对应起来。

A.“隐括全文”的“名流” 1严贡生

B.“暮年登上第”的老童生 2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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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中举前后的 3周进

D.“忝列衣冠”的 4王冕

E.“胆小有钱”的 5王德王仁

F.“铮铮有名”的禀生 6王惠

G、由“能员”而“钦犯”的 7 严监生

H.“穷翰林” 8 马静

I.“科名蹭蹬”的豪门公子 9虞育德

J名士杨执中和高人 10杜仪

K庸中佼佼的制义选家 11鲁氏父女

L从拆字少年到内廷教习的 12匡迥

M由“风流才子”而“铨选部郎”的 13杜倩

N由“豪杰”堕落为败家子弟的 14权勿用

O谦逊恬适的学者 15庄尚志

P“渐渐销磨”的“真儒” 16娄奉娄瓒

Q祭祀泰伯祠的“引赞” 17王蕴

R“为人以忠孝为本”的 18萧浩父子

S孝悌君子 19凤鸣岐

T自称“迂拙”其实“伪妄”的老秀才 20迟均

U“激而为怒”的世家子弟 21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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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极富“义气”的“壮士” 22余特、余持

W“述往思来”的 23虞梁

5. 在《儒林外史》中，具体描写了四位“奇人”，他们是在寺院里的

李遐年、卖纸火筒的王太、开小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分

别有什么奇本领？

6. 《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镜，照出儒林各种人物的灵魂。

阅读书评，完成后面的题目。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

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

从下列选项中任选一项，指出他属于书评所列的哪种人，并结合小说

情节加以阐述。

A．王冕 B．牛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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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儒林外史》中人物众多，形象繁杂，同学们在阅读这本书时，对

这些人物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梳理分类，阅读下表，完成表格中的填空。

8.《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鲁迅说《儒林外史》

刻画人物，“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

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那么作者是通过什么技巧

方法来对这些人物进行讽刺的呢？请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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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导读

谈到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必然要提到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契诃

夫笔下的故事，人物不多、情节简单，小说语言精练明快，以极具个

性的人物语言塑造出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典型形象。比如：套中人—

—别里科夫，小公务员——切尔维亚科夫，梦中也思念着祖父的小男

孩——万卡……契诃夫用他细腻的笔触勾勒着小人物们纯真和善良

的本质，记录着他们面在生活的屈辱苦难和命运的不公中保持对美好

生活的期待；也揭露奴性十足的小官员和庸俗堕落的小市民的嘴脸。

其作品的三大特征是对丑恶现象的嘲笑，对贫苦人民的深切的同情以

及无情地揭露了沙皇统治下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的丑恶现象。

他的文字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他也因此被认为 19 世纪

末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阅读这部短篇小说集时，同学们可以绘制导图，梳理小说情节；

勾画批注小说故事中的相关文字，从中体悟契诃夫小说创作的特点；

也可以采用联读对比的方式，体会小说的主旨，并联系作者所处的时

代背景，知人论世，加深对小说主旨的理解；同学们还可以尝试着进

行专题讨论或是论文书写。以上建议有助于你学会深度阅读一部文学

作品。

愿你在阅读的世界里，体验快乐，读而有“惑“，读而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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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你为契诃夫设计一张人物档案卡，让读者了解契诃夫这位作者。

（友情提示：在制作之前想一想，那些要素是档案卡必须有的。）

2试着通过网络或图书馆，查找整理契诃夫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做成

课前 3 分钟演讲内容，向全班同学介绍契诃夫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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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想一想，下面句子出自那篇小说中的何人之口。

A 当然，行是行的，这固然很好，可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 ）

B“老爷，我的，那个……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 ）

C”好的……这是谁家的狗？这事我管定了。我要给那些把狗放出来

的人一点颜色看看！也该管管这些不愿遵守政府法令的老爷们了！只

有处罚了这个混蛋，他们才会从我这里知道，把狗或者别的宠物放出

来是什么后果！我要给他一点儿颜色看看……耶尔德林“。

（ ）

D”我到这儿来，并不是像您所说的那样，是来开玩笑的。我是因为

我打了喷嚏时溅着您而来向您道歉的，开玩笑的事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怎么敢和您开玩笑呢？如果我事开玩笑，那就意味着我对大人您极

不尊敬”。 （ ）

4有人说，契诃夫的讽刺手法是漫画式的，笔调轻松愉快，试着任选

一篇小说，在勾画批注的基础上，举例子分析这一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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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公务员切尔维雅科夫死了；《第六病室》里的安德烈 叶菲梅奇也

死了，他们俩的死有什么不同呢？试着谈谈你的理解。

6契诃夫的小说情节扣人心弦，其中情节转折的安排颇为巧妙。比如

《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等小说都有这样的安排，试着在阅读的

时候找一找这样的情节安排，并分析其表达效果。

7契诃夫的小说传作主要涉及四种题材：一是小市民生活题材；二是

下层平民生活题材；三是公众社会题材；四是资本化社会题材。当然

还有介于二三种之间的题材，比如《第六病室》。你能至少在以上题

材类型中选出两种，各举一篇代表性的小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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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简要概括你最喜欢的一篇小说，写一写你喜欢的原因。

9结合《套中人》的内容，谈一谈你眼中的“套中人”是一个怎样的

形象？你如何理解“套子”的寓意。

10、全城的人又为什么都怕这个胆小如鼠、弱不经风的“别里科夫”?

为什么他能管制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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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岁的万卡被爷爷送到鞋匠铺，过着悲惨的生活，可见万卡的爷

爷对他并不好。你同意这种说法吗？说说你的理由。

12、谈谈你对《万卡》结局中两个细节的理解：一是信的地址是寄给

向下的祖父收；二是万卡在邮完信后做了一个梦，梦中看见一个炉灶，

炉台上坐着祖父，搭啦着一双光脚，对厨娘们念信。泥鳅绕着炉子走

来走去，摇着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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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诗选

《泰戈尔诗选》导读

你是什么人，百年后读着我的诗？

在你心的欢乐里，愿我感到一个春晨吟唱的活的欢乐。

——《园丁集》

他的诗，从印度美妙圣洁的金色花中开出，如花朵般香甜，

如微笑般清丽，100 多年来，让我们仰望自然，乐观天真。

他的诗，如同一双温柔的手，擦拭悲伤的泪水，抚慰破碎的

心灵，穿越百年而来，为你拨开云雾，重现漫天阳光。

他的诗，如同透明而不含一丝杂质的玻璃，清新、纯净却有

深刻睿智。

他是泰戈尔，他来自充满神性的印度，带来爱与宽容，光明

与希望。这便是我们阅读他作品的理由，让身心合一，让灵魂干

净，让生命绽放，让快乐不再复杂。

泰戈尔是大自然永恒的孩童。从童年起，他就对大自然与童

真的内在联系有了直接的感悟，并以质朴的语言和情感表达了天

籁般的大千世界。他的心纤细而敏感，在他笔下，不仅有春天的

阳光，夏天的雨露，秋天的落叶，冬天的枯寂，也有孩童的天真，

自然的美好，母爱的温馨和自由的价值，更有神性的表达、爱国

的热情与深邃的哲理。在泰戈尔的生命里，流淌的是深刻的思考，

在泰戈尔的诗作里，幻化成精巧绝伦的字句。凭借诗作，他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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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作家，其实他还写小说、写剧本，

画画，他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坚定不移的爱国者和人道主义者。

他曾经到访满目疮痍的中国，给中国一代诗人以巨大的影响力。

《吉檀迦利》是献给神的“生命之歌”，以欢快的笔调赞美

神的精神，诉说尘世的悲哀和彷徨，在对神的追求向往中净化灵

魂，寻找光明。《飞鸟集》是充满静与美的爱歌。简短精妙的诗句

像林间的风声，轻柔地抚过心间……天空的黄昏像一盏灯，微风

中的树叶是思绪的断片，鸟儿的鸣唱是晨曦来自大地的回音。在

《新月集》中，泰戈尔以天真、稚嫩的情趣，将我们带到和平的

世界，从怀疑、贪婪的罪恶中，带入儿童的新月之国，内心充溢

温柔坚定的爱，给浮躁世界安静的力量。

今天我们阅读泰戈尔的诗，不是为了神化其人其诗，而是了

解他所看到的生活、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独特的思考和丰沛的

感情。冰心在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序言中说：“现在是清晨

八点钟，我案边窗台上花瓶里的玫瑰花，正不时地以沁人的香气

来萦绕我的弊端。我相信，在这个时刻，这种环境为我译的泰戈

尔诗作序，是最相宜的”，那么就让我们掸开心灵的尘埃，睁开

明净的眼睛，跟随泰戈尔一同游历美妙动人的诗歌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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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走近大师：请你自找资料，就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为泰戈尔撰写

一份“微信公众号推送”。（提示：泰戈尔的生平经历、泰戈尔

和他的家族、泰戈尔的后世影响、泰戈尔诗歌特点、名家对泰

戈尔的点评、泰戈尔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印度佛教文化对泰戈

尔的影响……）

2.泰戈尔诗歌主题丰富多彩，包括童真、母爱、自然、爱情、自

由、惜时、崇神等。

（1）请你分别摘录出能表现这些主题的诗句，各一个。

童真：

母爱：

自然：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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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惜时：

崇神：

3 鉴赏者——百品悟其精妙。泰戈尔的诗作中有许多富有哲理、

意味深长的经典名句。请你分享你的精彩点评。

4.学习者——泰戈尔诗歌精巧细腻，仔细阅读下列诗句，任选其

中的一句进行仿写。

（1）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胃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

（2）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造就创造天堂的力量；只有

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3）如果你还在为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4）当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就被拒绝了。

5.诗歌是人类思想树上盛放的花，它穿越时间、空间和不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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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着相通的人类情愫。以下罗列了泰戈尔诗句和中国古代诗句，

请你找出他们在意思上的相同之处，将他们“配对”。

（1）摘下这朵花来，拿了去罢，不要迟延！我怕它会萎谢了，掉

在尘土里。

（2）你没有得到消息说荆棘丛中花朵正在盛开吗？醒来吧，啊，

醒来，不要让光阴虚度了！

（3）春天把花开过了就告别了。如今落红遍地，我却等待而又流

连。

（4）果实的贡献是珍贵的，花儿的贡献是甜美的，但是让我做绿

叶的贡献吧，谦逊而专心地垂着绿阴！

A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 龚自珍《己亥杂诗•

其五》）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唐 杜秋娘《金缕衣》）

C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长歌

行》汉乐府）

D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北宋 晏

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1）—— ； （2）—— ；

（3）—— ； （4）——

6.阅读新月集中的《家庭》、《不被注意的花饰》、《孩子的世界》、

《金色花》、《纸船》、《花的学校》，联系自己的童年生活，思考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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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童年的快乐。

7、女诗人冰心说：“我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

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平时写在笔

记本上的三言两语——这些‘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

可见泰戈尔诗歌对冰心创作的影响，请你比较他们的同名诗《纸

船》，完成以下练习。（假设泰戈尔《纸船》为甲诗，冰心《纸船》

为乙诗）

（乙）纸船

冰心

我从不肯妄弃了一张纸，

总是留着——留着。

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儿，

从舟上抛下在海里。

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

有的被海浪打湿，沾在船头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地叠着，

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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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1）甲诗中，诗人放纸船是希望“ ”；乙诗

里，作者叠纸船是希望“ ”。（引用诗句回答）

(2)从内容上看，泰戈尔的《纸船》侧重于表达 ；

冰心的《纸船》侧重于表达

⑶从表达的情感来看，泰戈尔的《纸船》承载的是____________；

冰心的《纸船》承载的是

⑷这两首诗，我喜欢的是 的《纸船》，理由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

8.好的翻译是跨越语言的鸿沟，将美妙的思想从一岸送到另一岸

的旅程。在我国，先后有不少人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比如熟知

的冰心、郑振铎，还有当代作家冯唐。他们的翻译各有千秋，请

欣赏下面不同作家的翻译，并且试着自己翻译看看，尽量体现你

的语言个性。

（1）英译版：

Stray birds of summer come to my window to sing and fly away

And yellow leaves of autumn,which have no song flutter and

fall there with a sign.

郑振铎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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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闲荡的夏鸟来到我窗前啼唱又飞去。

冯唐译本：

夏天的鸟来到我的窗前，且歌且笑且翩跹，消失在我眼前。

秋天的黄叶一直在窗前，无歌无笑无翩跹，坠落在我眼前。

你的翻译：

（2）英译版：

It is the tears of the earth that keep here smiles in bloom.

郑振铎译文：

是大地的泪点

使她的微笑保持着青春不谢

冯唐译文：

大地的眼泪

让笑脸

常开不败

如花 如她

你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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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译版：

The mighty desert is burning for the love of a bladeof grass

who

shakes her head and laughs and flies away.

郑振铎译文：

无垠的沙漠热烈追求一叶绿草的爱

她摇摇头笑着飞开了

冯唐译文：

大漠因为迷恋一叶绿草

而焦黄

草摇

草笑

草跑

你的翻译：

9. 朗读者——百读口有余香。读了泰戈尔这么多的诗，请你选择

其中一首朗读给你的亲人朋友吧。注意读出诗的重音、节奏和感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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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一书中说过:“读诗就是在作诗。”可见

读诗与作诗密不可分，在掩卷之际，请你也尝试创造一首诗，写

出你对这世间万物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