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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古典诗词分层教学法在中学教学的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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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诗词教学不应当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简单死板的诗词背诵和默写，更应回归诗词本身，让

学生们与诗人们共通共情，自主探究，感受诗词的灵性，领悟到古典诗词的魅力。分层教学法在古典诗词

教学中的运用能很有效地解决当下诗词教学中存在的功利化、模式化等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

重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针对不同程度及类型的学生践行分层，安排课程，仔细调研记录，优化教学环节，

引导他们反思，让他们感受诗词中的妙趣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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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the layered teaching method of classical poetry in middle schoo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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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eaching of classical poetry should not only be limited to the simple and rigid poetry 
recitation and silent writing in the textbooks, but also return to the poetry itself,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sympathize 
with the poets, and explore independently, feel the spirituality of poetry, and understand the charm of classical 
poetry. Layer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use of classical poetry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oetry teaching of utilitarian, pattern, so the teache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highlight the students in the 
subject of teaching proces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degrees and types of students practice stratification, arrange 
courses, careful research records, optimize the teaching link, guide them to reflection, let them feel the fun and 
aesthetics of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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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对于实现立

德树人目标，提高中学生语文素养有重要意义。可

在目前中学的古典诗词教学中却出现功利化、模式

化、边缘化等现象，中学教学多采取分层教学法来

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古典诗词分层教学法的体系尚

不明确完整，运用也不成熟，易造成课程安排混乱

等问题。为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本文从教学困境、

理论依据的运用和具体实践等方面来探究分层教学

法在古典诗词中的价值，助力中学古典诗词分层教

学法开创新的格局。 
1 传统古典诗词的教学困境 
中国古诗词是历代文人思想、情感与艺术的结

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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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语文学习的重要内容，对于立德树人具有重要意

义。语文教育家顾振彪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华就保存在古代优秀诗文里，所以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古典诗文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载体。让学

生从小就接触经典，种下民族文化的根，吸取我们

民族文化的精华，能很好地增加我们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是非常必要的。”1

为深入考察中学古诗词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们编制了一份《中学古诗词教学调研问卷》，利

用网络平台开展调查活动

正是因为古典诗词在有着

如此巨大的魅力的同时又发挥着极大的作用，所以

在教学实践中，中小学古诗词的教学和文化传承显

得尤为重要。可目前古诗词教学却面临着“内忧外

患”，所谓“内忧”指的是功利化、模式化的教育

体制所导致的教学过程中古典文化精粹日渐式微的

事实，学生们对于学习古诗词的目的方向并不明确，

对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无法切实领会。所

谓“外患”则指如今网络文化兴起，网络语言盛行，

比起古典诗词用语的谨慎儒雅，同学们似乎更喜欢

用粗鄙豪放的网络新词和一些所谓的热梗进行文字

游戏，这样的局面使得古典诗词在社会上渐属边缘

化。 

2

1.1 教学方式单一化，教学目的应试化 

。从这次问卷调查回收数

据分析发现，当前中学古诗词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弊

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问卷第六题“你的老师在古诗文教学时，最常

使用的教学方法有哪些？”选择选项“A、老师讲

学生听”的占比达到 79.07%；问卷第八题单选题“你

对老师讲授古诗词的方法持什么态度？”，表示“没

有兴趣”占 65.12%。 
从问卷中可以看出，很多语文教师进行古诗词

教学仅仅是为了应对考试，就 2017-2022 年福建省

中考古诗词部分考题而言，古诗默写占 10 分，古诗

阅读占 6 分，文言文 16 分，考题侧重于记忆知识的

部分。如默写课内古诗词段落，就只考察学生能否

掌握诗歌名言，无深度可言。如此的考试形式与评

                                                             
1
王建国 杨锦辉 陈亚飞.中小学古诗词教学现状分析及建议[J].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2021 年 09 期. 
2
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形式在中学生群体中开展，在闽侯县第六中学

发出问卷 1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00 份，主要对象为在校教师和在

读学生，学生学习水平随机。 

价机制内容简单、形式单一，缺少鉴赏成份，导致

语文教师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中，不再花费大量时间

来进行鉴赏古诗词，而是照本宣科、循规蹈矩，在

教学中仅采用简单的串讲方式，不求创新，只要保

证学生在考试中获得分数即可。这样缺少人文性的

教学模式明显不受到欢迎，反而会导致学生在被动

的学习中，缺少独立思考的环节，成为盲目学习的

接受者，甚至拒绝、讨厌古诗词。 
1.2 忽视学生主体地位，降低教学实效性 
在问卷多选题第七题中“在老师的教学中，你

是否能真正地领悟到古诗词之美？”选项“马马虎

虎”高达 74.42%说明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所引导学

生投射到诗词本身的情感与体悟不够深入，没能将

学生的知性思维和感知、体验、想象、联想等统一

在一起，让其去感受诗歌的生命力。 
传统古诗词教学在重视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方面依然有所欠缺。而这种现象

的出现一部分原因是：老师以帮助学生应对考试作

为主要的教学目标，教师并没有在古诗词教学中突

出学生的主体性，只是不断的要求学生背诵诗词并

按照考试要求传授学生应有的应试技能。另外一部

分原因是：班级内不同学生对古诗词的理解、接受

能力是不同的。老师授课时的引导教学是建立在班

级平均水平上，教学面向的是班级内的中等学生，

这种倾向性不利于古诗词素养处在不同层次的班级

学生去感受古诗词。 
有意义的学习应该是将知识同化于已有的心理

图式中，并建构新的认知图式，学到越来越多的有

关认识事物的程序。但现在的教学并不能达到这个

目的，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学习望而生畏甚至望而生

厌，因此改变刻不容缓。 
1.3 模式化统一教育，对学生差异性缺乏认识 
问卷第 13 题“古诗词课堂教学中，你是否感觉

与其他同学学习进度不一致？”数据显示有超过 75%
的同学认为教与学是不相适应的。进入中学阶段，

学生对古典诗词也有了相应的了解，但他们的基础

与学习能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现在的课堂教学主

要以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为主，这就出现了部分学生

在听诗词时云里雾里、感到老师的讲解过于繁琐的

现象，最终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学生学习的效果，使

得教师的教不能适应每一位学生的学，教学不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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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学生兴趣也随之下降。因此

采用分层教学法进行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但在实

施过程中也要注意方式策略，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

问题，真正使古诗词在现代教学中能够用合适的方

式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充分发挥古典诗词的魅力。 
2 古典诗词分层教学法在中学教学中的策略思

考 
2.1 仔细调研记录，合理反馈评价 
首先，教师在课前做好分层教学的预演及应对

措施，在一段时间内进行同一类型古典诗词教学。

教师应在课后记录课堂学习情况，进一步思考如何

使学生有学习古典诗词求知欲的教学方向，鼓励学

生提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多样式的答案，也要

留予学生一定的思考，激发学生自我的学习感悟和

体会。 
其次，教师要做好古典诗词教学课堂的课堂笔

记，记录教学的难点和突破点，课后与学生进行交

流，了解学生是否适应与接受分层教学、对古典诗

词的兴趣所在和是否有想要进一步学习篇目的知识

点模块。古典诗词分层教学分层仍是“动态”的，

一段观察时间后根据具体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再次

调整。 
最后，教师间要定期开展交流会，采用各班各

层教师会议讨论，思考更好的教学方向，讨论当下

分层次教学情况和效果包括学习兴趣、学习效果、

意见反馈等。通过会议从而深入分析古典诗词教学

法的利弊。根据各项反馈的情况，对于古典诗词的

教学安排进行合理且科学的调整。 
2.2 落实分层思想，优化教学环节 
首先，教师要采取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以课后

作业的布置上看，对于基础型学生，课后作业设计

不易太难，做到偏向于课堂知识巩固，要求学生熟

记课文注释，体味诗人的创作背景与情感表达即可；

对于提高型的学生，课后作业设计应该注重考查学

习方法的掌握情况，要求找出所学作者的其他作品，

尝试进行鉴赏，积累下来，以此巩固学生原有的古

诗词学习方法与习惯；对于拔尖型的学生，课后作

业设计应该较为开放，拓展课堂知识，引导学生积

累更多同类型或比较类似的古诗词，构建完善的知

识体系，进一步提升学习能力。 
其次，教师要制定教学目标。对基础型的学生，

在古诗词教学中，目标是提升其语言理解和运用能

力，有选择性地传承古诗词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弘

扬其中蕴含的人文底蕴；对提高型的学生，教学目

标要求其熟练掌握语言理解和运用能力，通过筛选

古诗词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内化于心，领悟人

文精神，培养创新思维；对拔尖型的学生，教学目

标要要求其在语言发展、文化传承、思维创新等方

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进一步提高逻辑思维和创

新思维，在此基础上培养语言鉴赏能力。 
最后，教师要提高对古典诗词重视程度。在教

学过程中，每周至少有两节课时间用于教授古典诗

词，教师要做出不同的教学计划，教学环节要有一

定的梯度，并在课堂上留出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们

自由探讨，让学生们都能互相鞭策互动，教师也能

够更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内容。 
2.3 学生自主探究，品味诗歌意蕴 
当前，学生不喜欢填鸭式的诗词教学，既丧失

了解诗的自主性又品味不到诗词的魅力。因此在分

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当借古典诗词为抓手，将

学习古典诗词要用到的文学常识、历史背景等隐性

知识点提供给学生，而后将课堂还给学生们，倡导

学生们自主思考，不只是困在在鉴赏诗词“字眼”

的泥潭中，要引领学生自入诗中妙境，让他们斟词

酌句，自由表意。教师们在此过程可以走下讲台，

引导辅助学生，聆听学生们不同观点初中阶段的学

生大多在思维上还不成熟，在鉴古典诗词的过程中

往往仅透过诗词的表象简单判断其中的善恶美丑，

而错过诗词内在的理趣。这是老师便可以鼓励学生

们将新旧知识结合，在原文基础上抽丝剥茧，适当

补充，帮他们揭开古典诗词的外衣，透过客观表面

看到深层次的情感，让学生一方面学有所成，一方

面感受到尊重和肯定。 
诗词的意境是魅力的根源，诗词所带来的心灵

上的撞击，模糊的感受是无法真切描述的，因此要

将诗中各种抽象的意象用生动而准确的言语阐述是

坎坷的。当下学生们在学习古典诗词过程中也正是

缺乏这种对于意象和情感的描述能力、把控能力，

要着重于让学生用自己的一套语言体系，对古诗中

各种难言的意象提出自己的感悟，进行合理地联想，

感受诗人所抒之情所写之景，自己拨开诗词的迷云。 
3 古典诗词分层教学法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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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加强学生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在教授传

统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对所有学生都持续进行

同一水平层次授课，有的学生能迅速理解古典诗词

并且吸收新知识，而一些的学生则会跟不上教学节

奏，无法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我们在分层教学制

定了同层次对应的教学方式，这样有利于学生互相

交流和鞭策，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他们保持学

习古典诗词的信心，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快乐。 
其二，落实针对性教学，提高课堂质量。学校

中的古典诗词教学方式更多是为了应付考试，往往

导致古典诗词的教学不够深入且学生学习不够透彻，

少了循循善诱的过程。传统的古典诗词教学法不好

把握学生的主体性，缺少教学实效性。对比之下，

古典诗词的分层教学法所容纳学生的范围比传统的

教学小，讲究古典诗词的美学功能和文化底蕴，能

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可以自然形成培优机会，充

分发挥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地位，既做到学生有效

学习，老师也能很好地顾及到学生的学习状况及时

调整教学。 
其三，能够在无形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传

统古典诗词课堂教学虽可以应付学业考试，但久而

久之也会发现教与学出现偏差。没有“灵魂”的知

识只是空框架，不能造出整座鉴赏古典诗词的“大

园林”。古典诗词的分层教学则可以直接在课堂上

对各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有针对性地给出学生建

设性的意见，让学生自主地完成自己的学习目标，

进而逐步提高学习成绩。 
4 总结 
古典诗词的分层教学可为后续更加深入系统的

研究做借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

相信对于中学古典诗词的分层教学研究是有价值的。

针对现代中国古典诗词教学模式的弊端，有效捕捉

传统模式漏洞，激活青年一代创造性思维。古典诗

词分层教学在有效传递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精神内

容基础上，可诱导出学生对于古典诗词的真实感悟。

若能将古典诗词分层教学更加完善，则能进一步助

力当代教育模式，为学生提供更优的学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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