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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hape the creative talent and "personality" of "truth",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effectively enter into the new horizon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integrity construction” in the
Chinese education,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search on "complete Chinese teaching"
under the vision of aesthetics field. "Complete Chinese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s
refers to the educators presenting all sorts of material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to the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aimed at completing the task and language education; in other
words, it refers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the Chinese education practically teaches. It is worth att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ory, and also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ut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 on “complete Chinese teaching” is relatively weak,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classroom ecology and the dynamic
of Chinese teaching transformation. Research on “complete Chinese teaching" greatly enriches the
con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which is a very meaningful perspective, avoiding the blindness in
the choice of language teaching, so as to support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s "complete Chinese teaching", it should include at least the three pillars of language teaching, article teaching, and literature teaching in Chinese teaching under the vision of aesthetics
field.

Keywords
Vision of Aesthetics Field, Complete Chinese Teaching, Language Teaching in Chinese
Teaching, Article Teaching in Chinese Teaching, Literature Teaching in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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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教育要塑造“求真”、“向善”、“崇美”的创造性的人才和“健全的人格”，并有效进入“人的
发展和完整性建构”的全新境域，就必须而且应当注重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研究。美学视
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是指施教者为完成语文教育任务而在教学实践中向受教者呈现的种种材料及所
传递的信息，即弄清语文教育“实际教学了什么”的问题。它是语文教育理论建设的值得重视的工作，
也是语文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长期以来，“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研究相对最为薄弱，这可能与语
文课堂生态的复杂性与语文教学转换生成的动态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研究大大充
实了语文教育内容的蕴含，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能避免在语文教学选择上的盲目性，从而支持和
达成语文教育目标。作为“完整的语文教学”至少应包括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中的语言教学、文章教
学、文学教学等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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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是指施教者为了更好地完成语文教育任务而在教学实践中向受教者
呈现的种种材料及所传递的信息，即弄清语文教育“实际教学了什么”的问题。它是语文教育理论建设
的值得重视的工作，也是语文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长期以来，“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研究相对最
为薄弱，主要表现为或单一理解“语言教学”或过于轻视“文章教学”或有意歪曲“文学教学”，致使
教学质量一直处于“少”、“慢”、“差”、“费”之中，这可能与语文课堂生态的复杂性和语文教学
转换生成的动态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研究大大地充实了语文教育内容的蕴含，这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视角，能避免在语文教学选择上的盲目性，从而支持和达成语文教育目标。语文教育
要在语文(语言、文章、文学)[1](P4-8)中塑造“求真”、“向善”、“崇美”[2](P121-126)的创造性的人
才和“健全的人格”[3](P2)，并有效进入“人的发展和完整性建构”[4](P13-14)的全新境域，就必须而且
应当注重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的研究。作为“完整的语文教学”至少应包括美学视野下的语
文教学的语言教学、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的文章教学、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的文学教学等三大支柱。
以下试图从三个方面分别论述。

1. 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的语言教学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的语言教学是日常语言的教学、科学语言的教学和艺术语言的教
学的合一。它是语文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任务，是整个语文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只有紧紧抓住这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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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心，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语文教育的效率，从而塑造出“求真”、“向善”、“崇美”的创造性的人
才和“健全的人格”，以便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然而，在现行的语文教育中，对通过语言的教
学来提高语文教育效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显得不够完善和不够理想，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和修改。因此，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的语言教学通常指讲究“直接”、注重“灵
活”、崇尚“简洁”的日常语言的教学和遵循“定法”、注重“理性”、崇尚“单义”的科学语言的教
学以及讲究“活法”、注重“感性”、追求“多义”的艺术语言的教学。下面依次予以展开：

1.1. 日常语言的教学
日常语言是指“张口便说、一听就懂”的语言，是个体能够“自明”和表达的一切“音符”的集合，
是多种感官同时参与的“活语言”。它作为科学语言以至艺术语言的“元语言”，其直接性、灵活性、
简洁性等特征不能为其他语言所替代。日常语言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性是现实存在的，应该加强日常语言
的学习和应用，并充分发挥其优势，而不是对日常语言的鄙视或不信任。日常语言不仅体现了一个人的
文化素质，而且关系到一个人的整体形象。因此，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研究要加强日常语言
教学。施教者在语文教育中高度关注日常语言，既可以有效提高受教者的口语接受能力，又可以有效提
高受教者的口语理解能力，还可以有效提高受教者的口语表达能力。日常语言的教学要点是：
1.1.1. 日常语言的教学要讲究“直接”
日常语言的直接性在于日常语言的发话者和听话者处于同一时空结构中，因而其语词只具提示性。
它本身也许并没有多么丰富的内涵，但却唤起了听话者对周围环境的注意，从而把注意力集中到与语词
有关的诸多事物上。它的直接性在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和心智等所有感觉、感受器官能同
时发挥作用。在日常语言中，发话者不但以自己的嘴巴说话，同时还以自己的手势、眼神、表情、姿态、
动作等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即使是声音，其节奏的快慢、旋律的变化、声音的高低、大小、粗细等因素
是同时呈现的，表达着不仅仅是“意思”，同时也是欲望、感情、情绪和意志等。听话者在这一时空结
构的整体氛围和环境条件中，从发话者的直接表现中，从语言的全部因素中，感觉、感受和理解发话者
的语言。日常语言的所有一切，都决定着听话者对这个语言信息的感受、理解和反应方式；而写在纸上
的同一词语是绝对不具备这么复杂的意蕴和如此丰富的表现力的。因此，可以将日常语言理解为一种“元
语言”，一种难以分解的综合语言，它永远是表现力最丰富的一种语言形式。当然，正因为日常语言的
直接性，其必然包含传播范围的局限性，必然要失去其间接性。在某些日常语言信息无法分享的场合，
在某些需要通过书信间接传递信息的场合，“坏事”也许成就了离间计的“好事”，比如《三国演义》
中的马超与韩遂联合兴兵反曹的故事就可见一斑。曹操先通过阵前与韩遂拉起家常旧事(日常语言)，使马
超因无法分享信息而心生疑团；后采用贾诩的“涂改计”，给韩遂写了一封涂改过的书信(书面语言)。当
马超从韩遂那里把信要来时便怀疑是韩遂涂改了信中的重要内容，致使韩遂、马超二人反目成仇，从而
导致韩遂被迫投靠曹操、马超败北的局面。
1.1.2. 日常语言的教学要注重“灵活”
日常语言的灵活性在于日常语言总是现场生成、随机应变的，它对于个体来说是一种能动性、创造
性。日常语言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经验凝结而成的结晶，集结了人类的共同经验，并随着经验世界的发展，
纵横展开，因而日常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发展之中。它表现在遣词造句上的个性、素养展示，提示方式上
的角度、焦点选择，甚至还可以创新某种词汇，以表达某种“暗示”。事实上，日常语言的生成是如此
的自然、自由，如此的“不费心机”、“水到渠成”，以至于大多数参与者感觉不到表达日常语言时的
心智努力及社会化限制。在日常语言中，不管是个体的“音符”集合，还是群体、共同体的语言，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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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表征的概念总是在不断扩展和筛选中；即使进入成人社会，不再有名义上的施教者指导，但生活经
验的增加、朋友之间的交流、群体之间的互动，再加之“学习型社会”所要求的终身学习和已经具备的
“学会学习”能力，都会使个体和群体的日常语言处于动态发展中。在通常情况下，日常语言对于新生
个体而言是“自在的”、“给定的”、“自然的”。新生个体正是在这样的天然共同体中习得语言，完
成个体的初步“社会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日常语言制约着个体的现实状态和发展空间；
日常语言塑造大脑、影响认知，不同的语言培养出不同的个体。反过来，个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也使日
常语言表现出某种革命性，从而使个体在某种程度上拥有调整、塑造、超越共同体日常语言的能力。如
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谈话虽然难免罗嗦、重复、零碎，然而大多灵活、自如、现场生成，因而不能以
此否定日常语言的灵活性。又如 2007 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句台词“你太有才了”就明显具有随机应变
的特点，于是立即风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1.3. 日常语言的教学要崇尚“简洁”
日常语言的简洁性在于日常语言是最为“自明”、明了的语言，同时也是最容易学习、掌握的语言。
飞速发展的时代更注意时间的快捷性，为了节省时间，为了输入的快捷性，于是简洁的日常语言便应运而
生了。共同体成员如运用日常语言进行交流，则无需额外的阐释、说明。当一个新语汇不为“成员”所普
遍认同时，则需要阐释；而阐释的语言必须是共同体语言，即以已知阐释未知。日常语言的简洁性还表现
为：各种“音符”表征的日常概念往往是具体的、形象的，有着明确的指称和经验支撑。另外，日常语言
以简单短句为主，提示为主，容易听懂，这就降低了“听力”要求。还有，由于长期的进化和自然竞争，
人类已经学会了如何用最少的体力、心力来完成信息的传递，这就要求日常语言的指称最清晰，句子最简
短，意义最“自明”，所以，日常语言往往是提示性的并辅以体态语言的“全语言”。事实上，日常语言
是同一时空的、即时的、“全语言”的信息传递，虽然有些“音符”仅靠听觉无法区分，但“全语言”还
涉及其他感觉器官，因而信息的传递必然是简洁的。况且，即使真有含糊之处，听话者可即时示意，说话
者可即时“矫正”。如果日常语言不能胜任，就没有其他语言能表达清楚了。因为其他语言，包括哲学语
言和科学语言等，都是以日常语言为基础的，而不是凌驾于日常语言之上的“空中楼阁”或高级语言。没
有一个概念会“深奥”到不能“翻译”或“还原”成日常语言的程度。只有当一个概念的“内涵”、“外
延”能转换为共同体“自明”的日常语言时，这一概念才真正走进共同体语言。换句话说，没有“转换”
则没有真正的理解、接受。日常语言往往发生在具体的语境中，不可能像“闭门造车”式的书面语言那样
把来龙去脉交待得层次分明，因而它的语言内容是突变的、跳跃的，因果关系是直觉的、经验的。

1.2. 科学语言的教学
科学语言是指用于一些严格规范的文章、会议、演说和杂志中的语言，像教学用书、行政公文、科
学演说、学术论著等都属于科学语言的范畴。它作为一种严密的、严谨的语言表达体式，其遵循“定法”、
“以理造言”、语义稳定等特征是其他语言无法替代的。科学语言朝着客观的方向走的优势，要求我们
必须尽量用准确、详细、具体的语言去表述、去描写、去反映所要表达的事实、态度、情感等。因此，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研究要加强科学语言的教学，并使之建筑在艺术语言的基础之上。施教
者在语文教育中高度关注科学语言，既能让受教者撇开艺术上的发挥，又能让受教者撇开结构上的跳脱，
还能让受教者撇开逻辑上的模糊与不衔接。科学语言的教学要点是：
1.2.1. 科学语言的教学要遵循“定法”
科学语言遵循“定法”在于科学语言要严格遵守语法规则和逻辑形式，通过正常的语言格式，准确
精练地表述事实或推求事理。其表述功能是通过语言的所指功能加以实现的，主要采用合乎语法与逻辑

38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略论

的语言形式。科学语言通过其指称功能，在符号与符号之外的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稳定常态的关系；
科学语言使用规范的语言形式，尽力真实而逻辑地传递信息；科学语言遵循严格的语言标准，力求明确
而直接地传递信息。科学语言的“定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要求严格遵循语法和逻辑常规，打破规则
即被视为不合规范化；其次是术语与专门用语的大量使用。术语与专门语都是规范化的，不能任意创造，
要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科学论述中的专门用语，如“综上所述”、“举例如下”、“理由如下”、“略
加分析”、“由此可知”等都是程式化的语言，甚至常用的句型、句式也是程式化的。这就是科学语言
的“定法”，与它的实用目的是相适应的。科学语言之所以是一种真实的陈述，就在于它与现实世界特
定的对象相联系，并且符合客观事实。科学语言既然要表达客观事物，这就使得它必须准确、客观、科
学，不带有个人情绪，不受时间、地点、语境等条件的影响。比如指称“笔架”为“用陶瓷、竹木、金
属等制成的搁笔或插笔的架儿”，那么，凡是符合“用陶瓷、竹木、金属等制成的搁笔或插笔的架儿”
这个定义的东西，我们都称之为“笔架”。不能因为这个东西放在山上，或者不在说话者的周围就说这
不是“笔架”了。就本质而言，科学语言因其与生俱来的客观性、准确性，就不会给人留下像艺术语言
那样的想象空间。科学语言就是严密地符合思维逻辑，符合语法规范的，其语义自然是稳定的并不能轻
易改变的。从功能来说，科学语言的语义只有是稳定的，这样才能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
节奏的加快，科学语言虽然也相应地变化着，但是其稳定性还是不容质疑的。
1.2.2. 科学语言的教学要注重“理性”
科学语言注重“理性”在于科学语言要运用语言的组合结构、句式等语法规则来进行判断、推理、
预言，因而它是一种理性化、模式化的语言。大量科学性与知识性论著中的语言、某些人工语言，以及
用来研究语言现象的元语言，都具有理性功能。它的特点是与人的逻辑性思维，与人的普遍性认识活动，
与人的习惯性行为密切相关，它总是追求一种概括性、抽象性、普遍性、合逻辑性的标准。科学语言通
过运用语言的抽象性、概括性来形成概念，这就决定了它必须遵循着一定的语法规则，并使其表达含义
的明确和固定，从而可以胜任有余地充当交流沟通的媒介。但正是这种表达含义的固定和明确以及逻辑
结构，使科学语言无法充分完成表现情感的功能。在科学语言的陈述中，语言仅仅起着一种符号的作用，
即语言是信息的载体，通过语言的媒介作用来传递信息。除了这种传递功能之外，它本身并没有独立的
价值。另外，科学语言仅仅是为了传递信息，而不是为了专注传达情感。对于科学语言来说，情感效果
是不重要的，这就要求作者应努力排除主观情感因素的渗透，力求客观而科学地陈述，因而在遣词用语
时应是客观的、中性的，既不含主观感情色彩，也不带任何形象色彩。科学语言的陈述要求具有严密的
逻辑性和真实性，必须用简洁、明了而又符合“理性”的方式传递信息。我们可以这样说，理性思维创
造出符合理性要求的科学语言，非理性思维即情感思维创造出符合情感要求的艺术语言。也就是说，科
学语言遵循着常识逻辑，而艺术语言则遵循着情感逻辑。科学语言的认识方法是作者通过归纳概括，并
从复杂的事物或直接经验中，获取抽象的或推理出新的概念，那么作者所获得的信息仅仅是理性地反映，
只有筛选掉个人的情感及外在干扰等因素才能获取相对客观的信息。这个过程必须遵守逻辑所揭示的思
维规律，必须注重抽象地反映客观事物的“理性”意义。
1.2.3. 科学语言的教学要崇尚“单义”
科学语言崇尚“单义”在于科学语言要以“辞达”为目的，不大追求语言的修辞与文采，即使出现
审美的效果也是从属于实用目的的。科学语言为实现准确表述事实的功能，一个“能指”只能表示一个
“所指”，反过来一个“所指”也只能被一个“能指”所表示，它们之间是互指的，在法律法规性文件
中尤其讲究。这就是科学语言符号的单义性和可递性，违背了这一条，科学语言就无法准确、客观地把
事实陈述出来。而在艺术语言符号系统中，往往呈现出歧义性、多义性和模糊性。也就是说，一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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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绝不仅仅只对应于一个“所指”，一个“所指”形式所包含的“能指”内容，完全可以因人、因事、
因时、因地、因情、因境而变，这对作者和接受者都是如此。朱光潜在《咬文嚼字》一文中曾指出，词
有直指意义和联想意义。直指意义是载在字典里的，是固定不变的，而联想意义则是在历史过程中所累
积起的种种关系，它是游离变化的。科学语言非常讲求精确，越是限于直指意义就越精确，而艺术语言
则还要追求联想意义。语言的联想意义含糊不定而意蕴丰富。在科学语言的陈述中，语言的意义仅由它
的文法结构和逻辑结构所唤起，而在艺术语言的描述中，语言的意义不仅由文法结构和逻辑结构所唤起，
还从对它的联想中被唤起。也就是说，语言的文法意义和逻辑意义是相对固定的、单一的，但它的联想
意义却是因人而异的，而且对同一个接受者也是因事而异、因时而异的。历来的艺术语言，尤其是诗歌
的语言，往往讲求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作者大多运用隐喻、暗示等手法，从而造成语义的模糊朦胧，
难于确定。科学语言则必须做到意义单一、精确，必须避免含糊、朦胧现象的出现。在科学语言的陈述
中如果出现朦胧、多义的现象，那就是表述不准确的结果，极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当然，在科学语
言的陈述中也间或使用模糊语言，那是为了更精确地显示语言的弹性。这种弹性语言往往是刚性语言的
必要补充，总是以崇尚“单义”为其宗旨。

1.3. 艺术语言的教学
艺术语言是指作者在特定语境中为了表达情思而对常规语言有所违背并具有美学效应的语言，它表
面上虽然悖于常理、用词反常、句子结构有意残缺，但是它的深层却有着特殊的含义。这种语言是一种
超越性的语言形态，其寻求“变异性”、“吁情性”、“隐指性”等特征是不能为其他语言所替代的。
艺术语言超越了现实世界而进入人类的精神世界，它创造了独特的审美心理时空，蕴含了作者独特的体
验、情感和深层审美信息，有效地克服了常规语言的局限性，最大限度地释放了语言的审美潜能。因此，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研究要加强艺术语言的教学。施教者在语文教育中高度关注艺术语言，
能使受教者既从具有和谐的节奏中留下深长的回味，又从具有悦耳的音韵中获得审美的享受。艺术语言
的教学要点是：
1.3.1. 艺术语言的教学要讲究“活法”
艺术语言讲究“活法”在于艺术语言要娴熟地驾驭语言为它所用，从而冲破语言常规，打烂语言框
架，在语义的指引下突破固有模式的局限，而这种现象在科学语言的陈述中是不允许出现的。艺术语言
从语言的组合和结构形式上来看，它是对常规语言的超脱和违背，一般通过反映客体的疏离，来达到对
心理世界的描述。因此，它往往超越语言规范，不以语法为据，而以“心法”为准，从而追求更高的社
会规范，以期表达难以言说的意义。这就是说，艺术语言不是对现实的描摹，而是作者的再创造，这就
使得它比科学语言更灵活、更形象、更生动。所以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不合乎通
常的语法习惯的句子，有时甚至去冒犯一般的语法规范而有意创新。例如鲍鹏山在《庄子：在我们无路
可走的时候》中这样写道：“是的，在一个文化屈从权势的传统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是一棵孤独
地在深夜看守心灵月亮的树。当我们大都在黑夜里昧昧昏睡时，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就是因为有了这
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一轮孤月之下一株孤独的树，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
妩媚。”在这个句子中，“庄子是一棵孤独的树”、“看守心灵月亮的树”、“月亮为什么没有丢失？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两棵在清风夜唳的夜中独自看守月亮的树”等，或搭配不当，或不合逻辑，都没有
遵循科学语言的语法规范，呈现出的虽然是一种表面上的悖理，但是它们却创造了一种艺术语言——借
助特定的语境，使变异化的语言蕴含深意。在文学作品里，这种对语言常规的偏离现象是常见的，即使
在不少小说中也是如此。许多现代派小说为了真实地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灵世界，常常讲究“活法”，于
是大量使用偏离语法常规的句子，甚至显得颠三倒四，语无伦次，以追求新颖独特的语言个性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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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学语言的语序必须一丝不苟的话，那么艺术语言就会呈现出对常规语序的反叛，正如韩愈所说
的“言必己出”那样。
1.3.2. 艺术语言的教学要注重“感性”
艺术语言注重“感性”在于艺术语言要表现一种独特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属于作者个体的和情
感化的。艺术语言在本质上是非逻辑的、非推理的，即使出现逻辑推理的现象，也是从属于情感意义，
并用于激发情感态度的。艺术语言因情而生，离形昭神，能表现作者的深层意识，侧重于表达情感并以
传递情感为目的，因而大量使用带有情感色彩和形象色彩的词语，从而造成一种强烈的审美效果。而科
学语言研究的是从成千上万的日常交际言语中筛网过的，遵循的句式和分析的对象只是留在筛网眼上的
有限句子，是一种语言系统中的符号化的尝试句。这就是说，我们绝不能以一种静态的方式把艺术语言
定义为一个固定的语法体系或逻辑体系，必须在它的交际运用中，也即在言谈的活动中去考察它，并使
这种活动总是浸润着作者的情感及生命整体。艺术语言的结构的变异和偏离，无不暗示着作者的情感、
感受、旨趣的异常性。艺术语言的情感是创造性的情感，是一种让我们在生命中而感受到的情感，无不
具有含蓄之美、空灵之美和弹性之美。从这一意义上说，艺术语言实际上是把日常语言转化为充满诗意
的变异化的语言。艺术语言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对事实做出客观的报道，如李白的诗句“燕山雪花大如席”，
从科学语言的陈述来看，这显然是荒谬的，但李白主要是为了传达一种面对北国大雪的惊叹之情，而不
是报告发生的事实。艺术语言源自作者的心灵的起伏、情感的波动，能够表达作者的心理世界，能够使
作者的知觉欲望、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等得以呈现，并进而带领接受者立体地体验着、感悟着人们的内
心深处。艺术语言作为“表现性”的语言形式，它讲究和追求的就是情感的逻辑，其实质在于作者的心
理机制与思想情感的相融相通，这就自然实现了普通心理过程与情感共鸣的统一。所有这些，足以说明
它与科学语言是截然不同的。
1.3.3. 艺术语言的教学要追求“多义”
艺术语言追求“多义”在于艺术语言要经常采用一些曲折迂回的手法来表达意思，并使所表达的意
思不费一番思索和揣测就很难把握到。艺术语言的语符与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却不那么直接、不那么确
定，这就是艺术语言的多义性。艺术语言的多义性，一方面是作者在表意时的自觉追求，另一方面是接
受者在欣赏时的审美需求。从作者的角度来讲，是艺术语言与作者的智慧、情操、美感的表意策略，往
往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在此而意在彼”，常常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不着一字，尽得
风流”；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是艺术语言与接受者的审美要求有关，接受者可以从艺术语言通过形象
所指涉的内容具有某种不可穷尽性的特点中获得更多的想象与回味的余地。学界熟知，艺术语言的语义
具有最大限度的开放性，它是用情感和美感来创造自己的意义世界的，旨在强化和深化它的审美效果和
艺术感染力。例如泰戈尔的诗《吉檀迦利》之二十八：“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只要自由，为希望自由我却觉得羞愧。我确知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而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我
却舍不得清除我满屋的俗物。我身上披的是尘灰与死亡之衣；我恨它，却又热爱得把它抱紧。我的负债
很多，我的失败很大，我的耻辱秘密而又深重；但当我来求福的时候，我又战栗，唯恐我的祈求得到允
诺。”泰戈尔的诗里到底写的是什么内容，它里边真正想要表达的准确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吉
檀迦利》的名字来推断，这是献给神的诗。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别的角度去猜测，比如写关于正直、诚实
等人性的诗。针对这种艺术语言的语义的活跃性，究其具体原因，在于艺术语言的语义具有延展性，它
的语义是十分丰富的，不可能用一个简单而又统一的答案来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研究《红楼梦》
的红学家们的诸多争议，也才会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情形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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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的文章教学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的文章教学是普通文章的教学、专业文章的教学、变体文章的教
学的统称。它既是传统语文教育的“正轨”，又是现代语文教育的“正宗”，还是当代语文教育的“正
课”，可以说从古至今都是语文教育的主要部分。遗憾的是，在现行的语文教育中却有意回避文章教学，
导致文章教学实际存在而没有应得的名分。我国在向“构建和谐社会”进军的又一次伟大长征中，对于
文章教学的研究，尤其显得必要。在 21 世纪的语文教育中，教学目标由语言、文学向实用文章转移，读
写听说训练向交际、应用倾斜，必将成为国际性的共同的大趋势。因此，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
研究中的文章教学通常指普通文章的教学和专业文章的教学以及变体文章的教学。下面依次予以展开：

2.1. 普通文章的教学
语文教材中选入的普通文章，无论是以记人、叙事、状物等为主要对象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事
物的运动状态、景物的形态变化的记叙文，还是以介绍事物的形状、构造、类别、关系、功能和解释事
物的原理、含义、特点、演变等为主要对象来揭示事物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说明文，抑或是以客
观存在的物理、事理、情理等为主要对象来表达观点、立场、态度、看法和主张的议论文，都属于实用
文章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基于此，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的普通文章的教学主要是指记叙文
的教学、说明文的教学和议论文的教学。普通文章的教学要点是：
2.1.1. 记叙文的教学
记叙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记人、叙事、状物等为主要对象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事物的运
动状态、景物的形态变化的文章。它是生活中最常用的文体，因而应成为教学的重点。在美学视野下的
语文教育研究中，施教者必须重视记叙文的教学，这是搞好其他文体教学的基础。因为其他文体常常离
不开叙述的成分：举例子、说过程，要叙述；摆事实、作交待，要叙述；描写环境、概括情节、刻画人
物、抒发感情，无不需要叙述。受教者的叙述能力提高了，其他能力就更不待说了。因此，美学视野下
的语文教育中的记叙文的教学既要把握记叙文的内容的具体性与形象性、语言的情感性与生动性、交际
目的表层性与深层性等个性品质，又要把握记叙文的叙事文、记人文、写景文、状物文等基本类型，还
要把握记叙文的时序贯穿式、空间转移式、时空交互式、逐层深入式、并列组合式等结构方式，另要把
握记叙文的象征、衬托、对比、抑扬等表现手法。
2.1.2. 说明文的教学
说明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介绍事物的形状、构造、类别、关系、功能和解释事物的原理、含
义、特点、演变等为主要对象来揭示事物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文章。它的实用性很强，通常包括
广告、说明书、提要、提示、规则、章程、解说词等文种。在现代生活中，说明文越来越重要，无论从
事生产、科研，还是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都要用到说明文。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究中，施教者
必须不断提高受教者对说明文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说明文的教学，培养他们细致地观察、科学地认识
和精确地说明事物的能力。因此，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的说明文的教学既要把握说明文的解说的客
观性、语言的准确性、行文的趣味性等个性品质，又要把握说明文的记叙性说明文、阐述性说明文、介
绍性说明文等基本类型，还要把握说明文的纵式结构、横式结构、交错式结构等结构样式，另要把握说
明文的定义说明、分类说明、比较说明、引用说明、举例说明、数字说明、比喻说明等说明方法。
2.1.3. 议论文的教学
议论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客观存在的物理、事理、情理等为主要对象来表达观点、立场、态
度、看法和主张的文章。如果说记叙文是作者通过客观事物的叙述和描写，运用形象思维来表情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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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感人，那么，议论文则是作者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运用理论思维来阐发对“问题”的理解与认
识，从而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议论文在现实生活中被广泛应用，辨别是非、评论曲直、宣扬真理、批
评谬误等都离不开它。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究中，施教者必须不断提高受教者对议论文重要性的
认识，并通过议论文的教学，培养他们价值判断的标准和行为规范的尺度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
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的议论文的教学既要把握议论文的理论的“建构”性、内容的社会性、语言的
逻辑性等个性品质，又要把握议论文的名称上分类、性质上分类、论辩方法上分类等基本类型，还要把
握议论文的引论、本论、结论等特殊结构，另要掌握议论文的立论、论评、辩驳、疏证等表达方式。

2.2. 专业文章的教学
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专业文章，无论是以社会上新近发生的新情况、新动态、新成就、新问题等为主
要对象来反映社会变革、记录生活脚步、传达最新信息的新闻文，还是以传递心意、处理事务、表达欲
求等为主要对象来联系外界、沟通情况、解决问题的应用文，抑或是以进行科学研究、描述科学研究成
果等为主要对象来提出新认识、新观点、新想法的学术文，都属于实用文章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基于此，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的专业文章的教学主要是指新闻文的教学、应用文的教学和学术文的
教学。专业文章的教学要点是：
2.2.1. 新闻文的教学
新闻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社会上新近发生的新情况、新动态、新成就、新问题等为主要对象
来反映社会变革、记录生活脚步、传达最新信息的文章。语文教科书就选录了消息和通讯两种。随着改
革开放的发展，新闻文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究中，施教者必须不断提高受教
者对新闻文重要性的认识，并通过新闻文的教学，培养他们对时代现实的干预意识，进而提高他们的创
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因此，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的新闻文的教学既要把握新闻文的以“真”为基础、
以“善”为灵魂、以“美”为归宿等个性品质，又要把握新闻文的人物新闻、事件新闻、工作新闻、概
貌新闻等基本类型，还要把握新闻文的标题、导语、主体、背景和结语等特殊结构，另要把握新闻文的
不拘一格、丰富多样等表现手段。
2.2.2. 应用文的教学
应用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传递心意、处理事务、表达欲求等为主要对象来联系外界、沟通情
况、解决问题的文章。语文教科书中就入选了日记、会议记录、电报稿、通知、启事、说明书、申请书、
公开信、慰问信、贺词、贺电、倡议书、读书笔记、实验报告、广播稿、演讲稿、总结、调查报告、计
划、简报、请示、合同、口头报告、刑事诉状、公约、海报等多种应用文。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
究中，施教者应把应用文的教学当作一个重要领域，并通过应用文的教学，增强受教者的审美观念，进
而培养他们严谨的工作、学习、态度等综合素质。因此，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的应用文的教学既要
把握应用文的较强的针对性、事实的真实性、使用的广泛性、体例的程式性、语言的适体性等个性品质，
又要把握应用文的一般性应用文、公文性应用文、事务性应用文等基本类型，还要把握应用文的单段式、
两段式、三段式、多段式、条款式、表格式等结构模式，另要把握应用文的表达方式、惯常用语、适应
文种等特殊技巧。
2.2.3. 学术文的教学
学术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进行科学研究、描述科学研究成果等为主要对象来提出新认识、新
观点、新想法的文章。它是探讨学术问题、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媒介，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的
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究中，施教者应把学术文的教学当作一项潜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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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学术文的教学，培养受教者及时发现新问题、新知识、新情况，进而提高他们的
思辨与创造的能力。因此，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的学术文的教学既要把握学术文的见解的独创性、
论证的科学性、术语的学科性等个性品质，又要把握学术文的论说性、综述性、评论性、驳论性等基本
类型，还要把握学术文的题名、署名、摘要、关键词、正文、结论、致谢、参考文献、附录等大体结构，
另要把握学术文的确定选题、打磨提纲、草拟初稿、修改再稿、斟酌定稿等表达程序。

2.3. 变体文章的教学
语文教材中选入的变体文章，无论是以记载与描述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人物生平经历为主要对象来
表现人物的基本品质、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的纪传文，还是以大至太空宇宙与海底世界、小至飞禽走兽
与夜霜晨露、微至基本粒子与毛细血管等为主要对象来介绍科学基础知识、解说科学基本原理的科普文，
抑或是以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为主要对象来针砭时弊、鞭挞丑恶、求索真理、剖析人
生的杂感文，都属于实用文章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基于此，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的变体文
章的教学主要是指纪传文的教学、科普文的教学和杂感文的教学。变体文章的教学要点是：
2.3.1. 纪传文的教学
纪传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记载与描述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人物生平经历为主要对象来来表现
人物的基本品质、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的文章。这种文体对所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史实，不允
许像小说那样虚构。它在局部细节和次要人物上虽可以作一定的艺术加工，但这种加工必须符合人物性
格和生活的特定逻辑。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究中，施教者应把纪传文的教学当作一个不可忽视的
领域，并通过纪传文的教学，培养受教者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价值、完善道德、净化心灵，进而提高他们
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人格素质。因此，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的纪传文的教学既要把握纪传文的
真实性、生动性、概括性等个性品质，又要把握纪传文的自述纪传、回忆纪传、采访纪传等基本类别，
还要把握纪传文的“倒金字塔”式、“对讲”式、“糖葫芦”式、“板块”式等特殊结构，另要把握纪
传文的散文体、笔记体、随笔体、点评体、章回体、传记体、摄影体等表现技巧。
2.3.2. 科普文的教学
科普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大至太空宇宙与海底世界、小至飞禽走兽与夜霜晨露、微至基本粒
子与毛细血管等为主要对象来介绍科学基础知识、解说科学基本原理的文章。它寓科学性、知识性、趣
味性、娱乐性为一体，能活跃思维、开阔眼界，很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研究中，
施教者应把科普文的教学当作一个不可小视的领域，并通过科普文的教学，培养受教者的科学兴趣、科
学态度、科学习惯、科学素养，进而全面提高他们的创造品质和创新能力。因此，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
育中的科普文的教学既要把握科普文的内容的科学性、文笔的生动性、表达的通俗性等个性品质，又要
把握科普文的描述式、自述式、故事式、谈话式等独特形式，还要把握科普文的时间式序列、并列式序
列、推进式序列、总分式序列、主次式序列等特殊结构，另要掌握科普文的学会选择问题、学会表达论
点、学会论证方法、学会得出结论等表现技巧。
2.3.3. 杂感文的教学
杂感文是指语文教材中选入的以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为主要对象来针砭时弊、鞭
挞丑恶、求索真理、剖析人生的文章。它大至宇宙，小到微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新闻时事，奇谈
趣闻，皆可入文，常用幽默、讽刺的文笔，因而被誉为“匕首”或“投枪”。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
研究中，施教者应把杂感文的教学当作一个不可轻视的领域，并通过杂感文的教学，培养受教者对杂感
文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的认识，进而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与感悟生活的能力。因此，美学视野下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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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中的杂感文的教学既要把握杂感文的篇幅短小而取材广泛、敏锐迅速而泼辣犀利、冷嘲热讽而幽
默风趣、说理形象而议论生动等个性品质，又要把握杂感文的社会性、知识性、理论性、记游性等基本
种类，还要把握杂感文的“感应神经”、杂而有文、旁征博引、短小精悍等表达方式。

3. 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的文学教学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的文学教学是诗歌的教学、散文的教学、小说的教学、戏剧的教
学的合一。文学教学，事实上已经不仅仅是基础教育的一个问题，而且近些年来对于高等教育的隐忧和
深思，也可以见出文学教学的普遍性弊端。自上而下，积弊已深，事实已存，不容抵赖。文学教学至为
根本的问题，却也是最为实际的问题，就在于文化观念的全然遮蔽，人文标签的糊乱张贴，远离了文学
的本真，隔膜了文学的意趣，削弱了文学的味道，斑驳了文学的色彩。这些有力地说明文学教学的盲目
性、随意性的现象是不容忽视和不可漠视的，这是语文教育不能不努力解开的一个“结”，一个对于语
文教育极度遮蔽的和无限含混的“结”。因此，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研究中的文学教学通常
指诗歌的教学、散文的教学、小说的教学和戏剧的教学。下面依次予以展开：

3.1. 诗歌的教学
诗歌是中西文学中最早出现的艺术样式。仅中国而言，素来就有“诗乡”、“诗国”的美称。从《诗
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从明清的诗歌到“五四”以来的新诗、民歌等，每个历史时期都
有代表性的诗作，从而形成了一座座诗歌的高峰。可以毫不夸饰地说，一部中国文学史，堪称“诗史”。
对于诗歌的教学或传授，习惯上谓之“诗教”，能“体现出潜移默化、沦肌浃髓的效用”，并让受教者
“身心得以涵养，精神得以澡雪”，从而达到“实现心灵的净化和人格的升华”[5](P7)的目的。基于此，
美学视野下“完整的语文教学”中必须注重诗歌的教学，其要点是：
3.1.1. 诗歌的教学要明确“诗情”
明确“诗情”是实施诗歌的教学的前提。诗歌的“诗教”要善于引导受教者在整体观照叙事诗、抒
情诗、咏物诗和朦胧诗中明确“诗情”。这种引导不但要全面地把握诗作的倾向，并感知诗人“言在此
而意在彼”的良苦用心；而且要准确地把握创作的意图，并理解诗中所寄寓的诗人的情思。因此，在美
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通过叙事诗的欣赏而明确“诗情”，又要通过
抒情诗的欣赏而明确“诗情”，还要通过咏物诗的欣赏而明确“诗情”，更要通过朦胧诗的欣赏而明确
“诗情”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
3.1.2. 诗歌的教学要运用诵读
运用诵读是实施诗歌的教学的基础。人们常说，三分诗七分读。我们在“诗教”中把“读”一般分
为高声朗读和低声吟诵两个阶段，前者是以声传情，以情感人；后者是以声赏情，以情感知。由此可见，
“读”在诗歌的教学中十分重要，非读不能见其美，非读不能见其情，非读不能见其意，是体会诗美、
诗情、诗意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通过
抓住情感的线索而运用诵读，又要通过找出情感的燃点而运用诵读，还要通过区分情感的烙印而运用诵
读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
3.1.3. 诗歌的教学要进入意境
进入意境是实施诗歌的教学的关键。诗歌是形象思维开出的花朵，意境是其主要特征。要准确地体
会诗歌的诗美、诗情、诗意，我们施教者必须带领受教者进入意境。为了使受教者能顺利地进入意境，
我们施教者要在诗作和受教者之间建立一种审美联系，并开辟一条审美通道。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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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中，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通过感知意象的营构而进入意境，又要通过借助想象的展开而进
入意境，还要通过再现“景象”的方式而进入意境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
3.1.4. 诗歌的教学要紧扣语言
紧扣语言是实施诗歌的教学的保证。诗歌的语言是文学语言的玫瑰，以其鲜明的形象美、无限的弹
性美、艳丽的色彩美、凝缩的密度美等誉满人间。它字字如珠玑，掷地有声；句句似珍宝，熠熠生辉。
诗歌的字句富有跳跃性、含蓄性和奇颖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
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通过领略跳跃性的字句而紧扣语言，又要通过品味含蓄性的字句而紧扣语言，
还要通过琢磨奇颖性的字句而紧扣语言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

3.2. 散文的教学
散文是中西文学中较早出现的艺术样式，它“灵巧洒脱，别致风流，文采斐然。”[6](P315)仅中国
而言，散文就被朱自清称为“美文”。首先是美在意旨。它一粒砂子见太阳，一滴水珠看大海；数丛黄
菊，几朵白莲，会勾起人们无限的遐想；一场春雨，几片飞雪，能引起人们许多的情思。其次是美在自
由。它取材灵活，大至太空宇宙，海底世界；小至飞禽走兽，夜霜晨露；微至基本粒子，毛细血管……
无所不容，无所不包。再次是美在剪裁。它既像纸鸢，遨游长空，但丝线不断；又似南方的榕树，枝杈
纵横，但紧连着主干。又次是美在辞采。它充满诗情，凝聚画意，既有巍峨典雅的龙宫凤阙，又有清新
朴实的村野茅舍；既有华美绮丽的国色天香，又有淡雅馥郁的玉骨水仙[7](P323)。基于此，美学视野下
“完整的语文教学”中必须注重散文的教学，其要点是：
3.2.1. 散文的教学要探文脉而把握意向旨趣
探文脉而把握意向旨趣是散文的教学的前提。“文脉”是一个完美、严谨的艺术整体的脉络与筋骨，
在散文中起着重要的组合作用。由于作家的生活经历、兴趣爱好、运笔成文等的不同，这就带来了“文
脉”的不一样。为了让受教者把握散文的意向旨趣，我们施教者要引导他们理形摄神，追踪寻迹，牵出
“文脉”。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通过探文脉而把握作品的意
旨美，又要通过探文脉而把握作品的意绪美，还要通过探文脉而把握作品的意趣美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
3.2.2. 散文的教学要识文眼而领略诗情画意
识文眼而领略诗情画意是散文的教学的重心。“文眼”是散文的艺术构思的“焦点”，是映照全篇，
并把思想和艺术融为一体的“凝聚点”。“文眼”的设置因文而异，可以是一个字、一句话、一个细节、
一缕情丝，乃至一景一物。为了让受教者领略散文的诗情画意，我们施教者要引导他们全力找出能揭示
全篇意向旨趣和有画龙点睛妙用的“文眼”。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
者既要通过识文眼而领略作品的意韵美，又要通过识文眼而领略作品的气韵美，还要通过识文眼而领略
作品的情韵美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
3.2.3. 散文的教学要品文句而体味风彩姿色
品文句而体味风彩姿色是散文的教学的归宿。散文的“文句”就文体意识而言，其亲切、自然、流
畅之风是最为重要的。它写人而出神，叙事而成趣，绘景而见情，状物而得意，全不见刻意斧凿的痕迹，
却能灵动跳脱而芬芳馥郁。为了让受教者体味散文的风彩姿色，我们施教者要引导他们倾情找出作品中
的生动形象、和谐风趣、简洁凝练并饱和着诗意美的“文句”。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施
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通过品文句而体味作品的形象美，又要通过品文句而体味作品的朴素美，还要
通过品文句而体味作品的音韵美等几个方面依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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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小说的教学
小说是“比真的面貌还要有神气、有活力、有生气”[8](P78)的“别具艺术生命的一种文体”[4](P275)，
在中西文学中相对于诗歌、散文、戏剧而言，虽是发展和成熟最晚的一种艺术样式，但它却异军突起而
独领风骚，自然无可争辩地成为文坛霸主。这种艺术样式与诗歌、散文、戏剧等相比，因而不能直接抒
发一种情感、一种心绪、一种意念等，只强调倾向性应从故事中流露出来。但恰恰就是这种“间接性”，
便构成了小说巧妙地设置情节、细致地塑造人物、出色地描绘环境的优越条件。小说既能使受教者点燃
智慧的火花又能使受教者享受精神的洗礼还能使受教者探寻美感的奥秘。基于此，美学视野下“完整的
语文教学”中必须注重小说的教学，其要点是：
3.3.1. 小说的教学要领略情节设置的精彩曲折
领略情节设置的精彩曲折是小说的教学的第一要着。小说的情节设置相对诗歌、散文、戏剧等艺术
样式而言，其文体特性、独特追求、重心所在等是有所区别的。情节是展示人物的精神、心灵或情感等
的发展变化的框架和造形表现的轮廓。小说巧妙地设置精彩曲折的情节，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既是其
文体特性，又是其独特追求，还是其重心所在。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
导受教者既要领略情节设置的生动性，又要领略情节设置的多变性，还要领略情节设置的奇特性等三个
方面依次进行。
3.3.2. 小说的教学要体味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
体味人物塑造的栩栩如生是小说的教学的另一要着。小说的人物塑造与诗歌、散文、戏剧等艺术样
式相比较，其中心任务、应有价值、特有功能等是有所不同的。人物是积极的、有意识的社会生活的主
体和错综的、纷繁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小说细致地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既是其
中心任务，又是其应有价值，还是其特有功能。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
导受教者既要体味人物塑造的多面性，又要体味人物塑造的层次性，还要体味人物塑造的发展性等三个
方面依次进行。
3.3.3. 小说的教学要感悟环境描绘的含蕴丰厚
感悟环境描绘的含蕴丰厚是小说的教学的又一要着。小说的环境描绘与诗歌、散文、戏剧等艺术样
式相比较，其特殊要求、基本品格、根本目的等是有所区别的。环境是凸显人物的性格、命运或心态等
的特定的历史空间和适宜的活动场所。小说出色地描绘含蕴丰厚的环境，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既是其
特殊要求，又是其基本品格，还是其根本目的。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
导受教者既要感悟环境描绘的和谐性，又要感悟环境描绘的独特性，还要感悟环境描绘的虚幻性等三个
方面依次进行。

3.4. 戏剧的教学
戏剧是中西文学中较晚出现的非常特殊的艺术样式，它素有“第七艺术”之称，因而“具有多种艺
术相互交叉、互为渗透的多重性特征。”[6](P388)学界周知，戏剧包括剧本、演员和舞台三个基本元素。
这里所说的戏剧主要是就剧本而言的，并不牵涉舞台与演员这两个元素。俗话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没有剧本，造诣再深的导演也无法施展才能，演技再高的演员也毫无用武之地。也就是说，戏剧的教学
一定要从剧本出发，既引导受教者把握其“结构”，又引导受教者分析其“冲突”，还引导受教者琢磨
其“语言”，以期使受教者既养成探索品质又觉醒道德意识还建构自由心灵。基于此，美学视野下“完
整的语文教学”中必须注重戏剧的教学，其要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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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戏剧的教学要把握剧本的结构
把握剧本的结构是实施戏剧的教学的前提。戏剧的剧本的结构就是剧作家根据戏剧艺术的特殊规律
对一系列人物和事件以不同的轻重主次合理地进行组织与安排，使场与场之间、情节与情节之间具有连
贯性、逻辑性和顺序性，进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戏剧的骨架，弄清了它，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领
会戏剧的内容。戏剧的剧本的结构所要求的严密、紧凑和巧妙，比诗歌、散文、小说等其他艺术样式要
高得多。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把握剧本的结构的开放式、
锁闭式、群像式的范型，又要把握剧本的结构的线索、情节、节奏的要素，还要把握剧本的结构的悬念、
巧合、突转的技巧等三个方面依次进行。
3.4.2. 戏剧的教学要分析剧本的冲突
分析剧本的冲突是实施戏剧的教学的重心。戏剧的剧本的冲突是剧作家运用艺术提炼的手段通过社
会性冲突——具体的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环境或时代的矛盾斗争，从而展开故事情节、塑造人物性
格、反映生活本质、揭示戏剧主题。它是戏剧的灵魂，弄清了它，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领会戏剧的内容。
戏剧的剧本的冲突所要求的尖锐性、集中性和曲折性，既与诗歌有别，也与散文有别，更与小说有别。
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分析剧本的冲突的曲折多变、高度
集中、尖锐激烈的特色，又要分析剧本的冲突的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环境的形式，还要分析剧本的
冲突的单一型、主次型、多样型的类型等三个方面依次进行。
3.4.3. 戏剧的教学要琢磨剧本的语言
琢磨剧本的语言是实施戏剧的教学的关键。戏剧的剧本的语言是剧作家依据加工、提炼、净化等方
式将日常的口语更规范、更纯正、更健康地呈现出来，从而使之更加准确、更加鲜明、更加生动。它是
戏剧的基本材料，弄清了它，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领会戏剧的内容。戏剧的剧本的语言与其他叙事文学的
语言相比，在运用上要受到很大的限制，它既不同于诗歌的语言，也不同于散文的语言，更不同于小说
的语言。因此，在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育中，我们施教者必须引导受教者既要琢磨剧本的语言的对白、
独白、旁白的品类，又要琢磨剧本的语言的动作性、性格化、诗意感的个性，还要琢磨剧本的语言的含
蓄性、蕴藉性、委婉性的特点等三个方面依次进行。
…………
笔者以上仅从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的语言教学、美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的文章教学、美学视野下
的语文教学的文学教学等三大支柱对语文教育的内容之——“完整的语文教学”进行了论述，表明语文
教育的内容之一的“完整的语文教学”研究长期以来非常薄弱，这是极不符合“语文教育的科学发展观”
[9](P16-17)的。语文(语言、文章、文学)是我们自己的母语学科，为什么要放在西方的语文教育体系下去
实施语文教学？古往今来我国的本土上涌现那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文章学家、文艺学家，有几个是在
西方的语文教育体系下学习语文(语言、文章、文学)的？因此，“完整的语文教学”必须在语文学科本体
的关怀下建构，要立足于智育的“求真”、德育的“向善”、美育的“崇美”；必须在受教者本位的关
注下建构，要致力于从“立言”到“立意”再到“立人”的良性循环。果能如此，就赋予了语文教学研
究以崭新的内涵，显示了语文教育整体研究的重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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