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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單元四選修單元四選修單元四選修單元四  

現當代現當代現當代現當代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文學作品文學作品選讀選讀選讀選讀  

單元單元單元單元示例示例示例示例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  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學習目標  

研習現當代文學作品，體會作品的時代精神及現代人的語言和感情，提

高賞析、評論文學作品的能力，以及創作文學作品的興趣。 

 

二二二二、、、、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1. 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 

2. 認識現當代文學與時代、社會、生活、地域的關係 

3. 理解現當代作家作品的風格和特色、探索與嘗試 

4. 比較不同地域（內地、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的文學作品 

5. 從不同角度賞析及評論現當代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手法 

6. 創作文學作品 

7. 培養閱讀現當代文學作品的興趣和習慣 

 

三三三三、、、、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學習成果  

1. 能聯繫生活經驗，體悟作家的情懷，並有個人的感受 

2.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理解和分析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特色 

3. 能運用文學基礎知識，並從不同角度賞析、評論作品的思想內容和

藝術特色，並有個人的見解 

4. 能運用不同的表現手法創作，表達思想感情，呈現個性 

5. 樂於閱讀現當代文學作品 

 

四四四四、、、、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共 33 節，22 小時（每節約 4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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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學習材料  

甲甲甲甲  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選用學習材料：：：：  

1. 李白《靜夜思》 

2. 胡適《也是微雲》 

3. 郭沫若《天狗》 

4. 葉紹鈞《稻草人》 

5. 魯迅《祝福》 

6. 林語堂《冬至之晨殺人記》 

7. 臧克家《老馬》 

8. 蕭紅《生死場》第三章《老馬走進屠場》 

9. 戴望舒《我用我殘損的手掌》 

10. 戴望舒《獄中提壁》 

11. 徐訏《唯一的伴侶》 

12. 馬朗 《北角之夜》 

13. 白先勇《冬夜》 

14. 余光中《蒲公英的歲月》 

15. 食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16. 北島《回答》 

17. 陳若曦《尹縣長》 

18. 巴金《小狗包弟》 

19. 梁小斌《雪白的牆》 

20. 高曉聲《陳奐生上城記》 

21. 韓東《有關大雁塔》 

22. 余華《十八歲出遠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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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  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建議配合閱讀書籍及音像材料及音像材料及音像材料及音像材料：：：：  

1. 歌曲《知識青年下鄉來》（曲：國忠．丁辛／詞：張俊） 

2. 歌曲《一無所有》（曲／詞／唱：崔健） 

3. 電影《祝福》（1956，導演：桑弧，主演：白楊、魏鶴齡） 

4. 巴金《真話集》 

5. 白先勇《台北人》 

6. 錢理群《中國現代文學教程》 

7. 陳思和《當代文學教程》 

8. 公共電視(台灣)《作家身影．巴金》 

9. 香港電台《寫意空間》第一輯《那個時代的夢：馬朗部分》 

10. 香港電台《想想中國第四集：文化大革命》 

11. 香港電台《鏗鏘集》《紀錄中國——中國故事》 

12. 鳳凰衛視《水木清華九十年》第十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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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設計取向  

1. 以中國現當代歷史事件及發展階段為脈絡以中國現當代歷史事件及發展階段為脈絡以中國現當代歷史事件及發展階段為脈絡以中國現當代歷史事件及發展階段為脈絡：：：：選讀的作品能反映時代

的特色，讓學生在閱讀、理解和賞析作品的同時，與歷史作有機的結合，

並輔以配合閱讀的材料，如影像、聲音及圖片，增加學習的興趣。 

2. 研讀作品體裁多樣研讀作品體裁多樣研讀作品體裁多樣研讀作品體裁多樣：：：：本設計選讀的作品包括小說(中、長篇小說以節選

方式處理)、新詩、報道文學和散文等。建議配合閱讀的材料則包括根據

文學作品改編或與作品主題相關的電影、電視劇、繪畫和歌曲等藝術作品。 

3. 多選與香港有地緣關係的作家作品多選與香港有地緣關係的作家作品多選與香港有地緣關係的作家作品多選與香港有地緣關係的作家作品：：：：中國現代文學若干重要的作

家，如魯迅、蕭紅、戴望舒、徐訏等，均曾經在香港生活或從事文化活動，

因此在選材時特別多作介紹，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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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學習內容簡介  

甲甲甲甲  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教學環節 課節課節課節課節 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學習內容 

1 國民啟蒙 1-8 認識五四時期新文學產生的緣由，從作品

了解不同作家如何藉不同文學風格的作

品反映社會和改造社會。 

2 大時代與個人 9-14 以三四十年代作品為主，分析和比較在民

生困苦和戰事頻仍的時代中，作家如何表

現個體生命的感受。 

3 飄泊與懷鄉 15-20 閱讀 1949 年後離開中國的作家作品，了

解不同作家如何表達「身在異鄉」的感受

和想法。 

4 風雨下的苦難 21-26 了解文革時期，作家如何在重重限制下，

從良知出發，以文字表達對時代的回應和

對人性的探討。 

5 改革開放之後 27-32 選讀八十年代後的作品，了解社會的變革

和時代的風氣，以及題材和文學風格的變

異，並認識現當代文學作品風格的多樣

性。 

6 總結 33 總結研讀現當代文學作品的經驗，鞏固本

單元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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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進展性評估 

教師可視乎需要，透過本單元不同環節中的活動，了解學生的學習，

以調整教學，有關的活動如： 

� 撰寫讀後感 

� 朗讀 

� 分組討論及匯報 

 

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總結性評估 

任選其一： 

� 專題研習 

� 撰寫作品推介 

 

（以上之評估活動是因應本示例設計之特點建議，以下於「構思和備註」

欄的相應位置，以�標示，並進一步說明該活動之評估重點，提供評估

準則，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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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國民啟蒙國民啟蒙國民啟蒙國民啟蒙  

第第第第 1-8 節節節節  
 

1. 詩歌朗讀及賞析（一）： 

� 着學生朗讀李白《靜夜思》及胡適《也是微雲》。  

� 學生分組討論兩首作品在取材和形式兩方面的異

同。 

胡適《嘗試集．自序》：

「若要做真正的白話詩， 

若要充分採用白話的字， 

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

然音節，非作長短不一的

白話詩不可。」 

  

2. 着學生分組就下列各項搜集資料，然後報告： 

� 五四運動 

� 新文學運動 

� 胡適「八不主義」 

� 陳獨秀「三大主義」 

學生可據必修部分的學習

內容，就有關「新文學運

動」的認識作為搜集資料

的基礎。 

  

3. 詩歌朗讀及賞析（二）： 

� 着學生朗讀胡適《也是微雲》及郭沫若《天狗》。 

� 教師講述「天狗吞日」的傳說。 

� 引導學生探討《天狗》的主題。 

� 學生分組比較《也是微雲》及《天狗》的形式和風

格的差異。 

� 教師歸納及補充。 

 

郭沫若詩集《女神》是繼胡

適的《嘗試集》之後，現代

文學史上第二部個人的新詩

集。《天狗》借助「天狗呑日」

的民間傳說，表現極端自我

和具破壞性的時代特點。 

 

《天狗》是自由詩，詩的行

數、節數、字數都不固定。

全詩四節，少至四行，多至

十三行，每行字數少至三

字，多至十字，形式上絕對

自由。此外，長短句的結合、

排比與複沓的運用、每節不

規則的押韻，形成急促但和

諧的節奏。 

 

郭沬若在《論詩三劄》中曾

言:「形式方面我主張絕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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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自主，絕端的自由。」在《文

學的本質》中又言:「情緒的

世界便是一個波動的世界，

節奏的世界」。 
  

4. 講讀葉紹鈞《稻草人》，與學生討論下列問題： 

� 你認為這篇作品的讀者對象是哪個年齡階層的人？ 

 

 

 

 

 

 

� 結合五四運動的歷史背景而言，本作品反映了怎樣

的社會情況？ 

 

 

 

 

 

 

 

 

� 本作品寄寓了作者怎樣的心情？ 

 

 

五四運動有「三大發現」，即

過往被忽視或不被承認其意

義的，包括：婦女、兒童與

個人。 

 

《稻草人》是中國第一篇兒

童文學作品，所寫的正是五

四運動的三大發現。 

 

作者意識到在成人的灰色的

雲霧裏，想重視兒童的天

真，寫兒童超越一切的心

理，幾乎是不可能的企圖。 

因此，他變為着力描寫現實

中的不幸與苦難。 

 

《稻草人》通過一個富有同

情心而又無能為力的稻草

人，就其所見所思，描寫二

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風雨飄搖

和人間百態。 

  

5. 播放電影《祝福》的片段（魯迅原著，桑弧導演），着  

學生在欣賞電影後自讀原著，並分組就下列問題進行

討論及匯報： 

 

 

 

 

五四時期，婦女問題引起了

很大的重視，社會開始強調

「人格獨立、個性解放」及

「婦女亦是人」。 

 

魯迅《我之節烈觀》：「節烈

這事是：極難，極苦，不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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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小說中的「我」是否作者本人？ 

� 用「我」的角度說故事，跟《稻草人》借稻草人的

眼睛來看事情，有什麼相同的作用？ 

� 小說為什麼以「祝福」為題？「祝福」對小說情節

發展有什麼作用？ 

� 就篇中「捐門檻」一事，祥林嫂、柳媽、四嬸各有

怎樣的看法？她們的看法反映了什麼社會現象？ 

� 為甚麼作者要描述魯府家中的對聯？ 

� 為什麼祥林嫂被捉回去，其他人都袖手旁觀？ 

� 這篇小說裡有正面的人物嗎？ 

� 祥林嫂是否值得同情？ 

身受，然而不利自他，無益

社會國家，於人生將來又毫

無意義的行為，現在已經失

了存在的生命和價值。」 

 

小說中的「我」未必是作者，

只是借他人的角度說故事，

令讀者有客觀之感，更容易

同情主角。 

  

6. 導讀林語堂《冬至之晨殺人記》，引導學生探討下列各  

項： 

� 這篇文章為何用「殺」來比擬作者處理訪客拜訪的

事件？ 

� 作者在《論幽默》一文中說：「別人都對我以『幽

默大師』相稱……但並不是因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

家，而是，在我們這個假道學充斥而幽默則極為缺

乏的國度裡，我是第一個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

的人罷了。」試就這篇文章說明甚麼是「假道學」？

此外，這篇文章哪些地方是可以理解為「幽默」的？ 

 

林語堂《論幽默》中有言：「滑

稽一詞包括低級的笑談，意

思只是指一個人存心想逗

笑。……幽默一詞指的是『亦

莊亦諧』，其存心則在於『悲

天憫人』。」 

 

教師可介紹五四文人以幽默

來鞭撻中國人所形成的美學

風格。若時間許可，可將本

文與魯迅的雜文作比較閱

讀。 

 

錢理群在《人情世故》一書

的序文說：「五四時期的知識

份子深受西方理性主義精神

的影響，科學民主的現代觀

念已經內化為自身的生存要

求，但他們卻又身處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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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傳統習俗的包圍之中，內心

要求與現實環境的強烈反

差，使他們不僅在感情、心

理上不能適應，……而且時

時、處處都會產生荒誕感。

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自我

（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誕

性的清醒的自覺意識，因

此，它是刻骨銘心的;說出來

時又是儘量輕鬆的。但敏感

的讀者自會從那哭笑不得、

無可奈何的語氣中體會到，

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撻

中國文化與中國國民性的某

些弱點，一面卻又在進行著

自我調侃；而恰恰是後者，

使這類散文的『批判』不似

青年人的火氣十足，鋒芒畢

露，而別具『婉而多諷』的

風致，這又在另一面與中國

傳統的美學風格相接近了。」 

 

教師宜提點學生注意分寸，

明白幽默不是低級笑談，亦

非刻薄，而是亦莊亦諧地悲

天憫人。 
  

7．教師總結五四時期的文學特色：不僅是為文藝而文藝，而

是要藉文藝推動社會的改變和進步，所以被形容為「啟蒙

文學」。 

 

  

大時代與個人大時代與個人大時代與個人大時代與個人  

第第第第 9 - 14 節節節節  
 

1．教師以照片及錄像向同學簡介二、三十年代中國的社會情

況及日本侵華的歷史，使同學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國家政

治動盪，軍閥混戰，匪患遍

地。同時，世界各國發生嚴

重經濟危機，殃及中國。中

國農業經濟遭受空前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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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打擊，農村一片衰落破敗。

此外，日本自十九世紀末已

開始覬覦中國，為嚴重的外

患。 
  

2．導讀臧克家《老馬》和蕭紅《生死場》： 

• 請學生朗讀及想像《老馬》的畫面，再探討下列問

題： 

(1) 「老馬」的形象特色。 

(2) 「低頭」、「抬頭」及「眼裏飄來一道鞭影」的

涵義。 

• 簡略介紹蕭紅其生平及《生死場》一書大意。 

• 請學生分享面對飼養多年的寵物被送去人道毀滅

的經歷和感受。 

• 學生就《生死場》分組討論及匯報： 

(1) 文中對天氣的描寫及作用。 

(2) 作者如何描寫王婆的心態和人馬之間的感

情？ 

(3) 對「家中地主的使人早等在門前，地主們就連  

一塊銅板也從不捨棄在貧農們的身上，那個使

人取了錢走去。」的感想。 

(4) 為甚麼最後一段說「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沒  

有代價」？ 

(5) 《老馬》和《生死場》中的「老馬」有何象徵

意義？ 

• 教師可簡述《生死場》下半部有關抗日的內容，並

簡介本書的特點，引發同學自行閱讀的興趣。 

 

 

 

 

 

 

 

 

 

 

作者常以天氣的變化烘托悲

傷、蕭條和肅殺的氣氛。 

 

 

 

 

 

 

「老馬」可視為貧苦老百姓

的象徵。 

  

3．講讀戴望舒《我用我殘損的手掌》： 

• 着學生於互聯網上蒐集戴望舒的生平資料及有關

香港域多利監獄的照片和介紹，於課堂上報告。 

• 講解戴望舒《我用我殘損的手掌》的寫作背景。 

參考陳智德《藝叢散

記：獄中 的戴望舒》

及 《香港文學散步》。 

 

抗戰後，戴望舒來到香港，

1938 年春在香港主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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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讀本詩後討論： 

(1) 「殘損的手掌」和「無形的手掌」分別表示什

麼？ 

 

 

 

(2) 作者說「我觸到荇藻和水的微涼；這長白山的

雪峰冷到徹骨，這黃河的水夾泥沙在指間滑

出」，這情況有可能發生嗎？作者為什麼要這

樣寫？ 

(3) 「嶺南的荔枝寂寞地憔悴」、「南海沒有漁船的

苦水」分別有何寓意？ 

 

 

(4) 詩中哪些地方用了對照手法？有何藝術效果? 

 

島日報·星島》副刊，1941

年底被捕入獄。在獄中，戴

遭酷刑，《獄中題壁》、《我

用殘損的手掌》就是在當時

所寫的。 

 

 

 

獄中酷刑使詩人手掌殘

損，同時也暗合國家的殘

損。 

「無形的手掌」指的是詩

人的思緒、聯想、心理和

情感。 

 

這是作者的想像，也是象徵

詩派常用的手法之一。  

 

 

前者暗示敵佔區人民的苦悶

憂傷，後者暗示那裡的人民

在侵略者的騷擾下無法安居

樂業的痛苦處境。 

 

淪陷區的今昔對比，也是淪

陷區與解放區的對照。 
  

4．學生自讀戴望舒《獄中題壁》，撰寫讀後感。 

 

 

 

 

 

�可透過撰寫讀後感，了解學

生： 

� 對作者情感的體悟（如  

詩中寫「然後把他的白

骨放在山峰，曝著太

陽，沐著飄風」，可見在

那暗黑潮濕的監牢，這

曾是作者唯一的美夢。

此外「曝著太陽，沐著

飄風」，不但象徵自由，

也顯示出在禁錮期間，

那是卑微卻不可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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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 

� 對作品思想感情的理解 

� 對作品藝術手法的評賞 

  

飄泊飄泊飄泊飄泊與與與與懷鄉懷鄉懷鄉懷鄉  

第第第第 15-20 節節節節  

 

1. 請學生分組拍攝訪問長者的片段，內容關於由內地來港

的原因、經歷和感受，於課堂上播放。 

 

2. 簡介徐訏的生平及作品，講讀《唯一的伴侶》，着學生

分組討論下列各項，並作口頭報告：  

• 本詩的思想感情。 

• 本詩呈現思想感情的藝術手法。 

 

 

可參考王璞《一個孤獨的講

故事人──作為香港作家徐

訏》（《作家》第 16 期）及何

家干《晚景蕭瑟的徐訏》（《南

方都市報》網站，2008 年 6

月 1 日）。 

  

3. 講讀馬朗《北角之夜》: 

• 播放香港電台《寫意空間》第一輯《那個時代的夢：   

馬朗部分》，加深學生對馬朗的認識。 

• 引導學生賞析本詩如何將北角與記憶中的上海重

叠。 

• 從詩歌的內容探討作者的思想感情。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上海人

大都聚居於北角，令北角有

「小上海」之稱。當時，該

區有不少上海理髮店和上海

菜館，而為人熟悉的月園遊

樂場和麗池夜總會，也是由

上海人經營的。 

  

4. 小結：《唯一的伴侶》和《北角之夜》均呈現了南來文

人緬懷故鄉的心情，都是抒情詩，但前者多以大自然意

象表現心境，後者則以都市情景為主，亦帶出了香港的

本地特色。 

 

  

5. 學生自讀白先勇《冬夜》，再在課堂上分組進行下列活

動： 

• 據小說內容繪畫人物關係表。 

• 討論下列各題： 

(1) 作者用了甚麼手法烘托小說的氣氛？ 

(2) 作者如何從衣着和外表呈現人物的心境和社會

地位？ 

(3) 有論者指出，白先勇《台北人》的每篇小說不論

可參考歐陽子《王謝堂前的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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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寫上層的尊貴人物，還是下層的草民，都有種

「今不如昔」的心態。你認為這篇也有這種情況

嗎？何以見得？ 

  

6. 導讀余光中《蒲公英的歲月》，引導學生探討： 

• 本作品在語言文字方面的優點。 

• 本作品的修辭手法和藝術效果。 

• 本作品的結構特色。 

 

 

 

 

 

 

• 這篇散文的作者是大學教授，他和《冬夜》中的兩

位大學教授相比，心態上有什麼異同？ 

• 你認為現在的香港年青作家，對「離鄉」和「中國」

的感受仍如上一代般強烈嗎？ 

 

 

修辭手法包括比喻、誇飾、

對比等。 

結構是非一般的「起承轉合」

式，是以內心獨白的方式道

出內容。 

余光中曾提倡「新散文」，講

究「彈性、密度和質料」，本

文亦是其理論的實踐。(可參

考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辮

子》) 。 

  

7. 總結：五六十年代，作家離鄉後就不知是否再有機會回

去。資訊未發達，人們離家後往往與家人音訊隔絕，無

法聯絡，其感受並非今日生活在交通和通訊便利社會中

的人所能想像，但卻須體諒的。 

 

  

風雨下的苦難風雨下的苦難風雨下的苦難風雨下的苦難  

第第第第 21-26 節節節節  

 

1. 教師簡介文化大革命爆發的由來，亦可播放紀錄片，使

同學認識文革的時代背景。  

因為時間和地理的隔閡，那

段歷史對香港學生而言頗為

陌生，如缺乏對時代背景的

認識，則無法理解本部份作

品的「時代悲劇性」。教師可

利用多媒體，如紀錄片及照

片，讓學生有直觀的感受。 

  

2. 講解文革時期知識青年(簡稱知青)下鄉的原因，播放文

化大革命歌曲《知識青年下鄉來》。 

《知識青年下鄉來》 

曲：國忠．丁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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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張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

了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

從五十年代中開始將城市中

的年輕人移居到農村，尤其

是邊遠的農村地區建立農

場。 

1966 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

響下，高考停止，導致 1968

年許多中學畢業生無法進入

大學，又無法被安排工作。

政府意識到需要尋找辦法安

置這批年輕人，以免情況失

控，因此在 1968 年 12月 22

日，毛澤東授意人民日報發

表題目為《我們也有兩隻

手，不在城裡吃閒飯》的文

章，當中引用了毛主席「知

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

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指示。自此，許多年輕人

就離開城市，下鄉去農村。 

從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上

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數約達

1200 至 1800萬。 

  

3. 講讀食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進行下列活動: 

• 學生朗讀作品，教師指導如何注意作品的節奏和情

感，從朗讀感受此詩的音樂美。 

• 教師向學生講解，本詩當日的「另類出版」方式。 

 

 

 

 

• 引導學生探討下列各項 : 

(1)「四點零八分」的意義。 

 

 

 

 

下鄉知青在書信中，以手抄

方式流傳此詩，因這詩與當

日政府的「工農兵文學路線」

不同，所以無法正式刊行發

表。 

 

「四點零八分」是火車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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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詩的動感與視覺化效果。 

 

 

 

• 學生再朗讀本詩，在朗讀中進一步體會詩人抒發情

感的手法和技巧，感受詩歌語言的彈性和張力。 

京開往山西的出發時間。 

此詩寫於大批知識青年上山

下鄉的熱潮中，內容描寫知

青不願離去的心情。 

 

詩人是在赴山西插隊的列車

上開始創作這首作品，詩中 

強調「四點零八分」，目的是

將這個歷史瞬間放大，以表

達對故鄉及親人的依戀，並

從中對歷史作反思。 

 

第三節「心變成一隻風箏」，

表現拉扯的動態；第四節「線

繩綳得太緊了，就要扯斷了」

更是形象化地表現不捨之

情。 

  

4. 導讀北島的《回答》，進行下列活動： 

• 教師向學生講解此詩當日的「另類出版」方式。 

 

 

 

 

 

• 引導學生探討： 

(1) 題目的意思。 

 

(2) 作品中的意象：「通行證」、「墓誌銘」；「鍍金的

天空」、「死者彎曲的倒影」；「冰川紀已過去了，

／為甚麼到處都是冰凌？／好望角發現了，／為

甚應死海裡千帆相競？」；「閃閃星斗」、「象形文

字」、「眼睛」。 

 

當時一群青年詩人偷偷進行

詩歌創作，並自費編輯油印

詩刊《今天》。(這是非正式

出版的刊物，因當時出版是

由國家管制，自行出版屬非

法行為。) 

 

 

「回答」是對文革十年整個

荒謬時代的回應。 

 

「通行證」和「墓誌銘」分

別隱喻「通行無阻」與「死

亡」，兩者成為對比，暗喻那

是非顛倒、不公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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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讀：引導學生注意詩歌節奏及情感，感受此詩的

音樂美，尤其是「我—不—相—信﹗」一句，學生

需以大聲疾呼的方式表達。 

 

「鍍金的天空」表示充滿虛

假和謊言的社會，「死者彎曲

的倒影」則呈現天空滿佈屍

體的恐怖景象。 

 

「冰川紀」喻舊世紀，「冰凌」

喻傷害；「好望角」喻希望的

新世紀，「死海」象徵死氣沉

沉，「千帆相競」喻壞人壞事

在社會橫行；「閃閃星斗」、

「象形文字」、「眼睛」則象

徵中國文化是未來中國人的

希望。 

 

 

 

 

�可透過朗讀，了解學生： 

� 對內容的理解 

� 對作者情感的體悟 

� 欣賞文學作品的投入程

度 

  

5．學生自讀陳若曦《尹縣長》，引導學生探討： 

• 小說中的人性表現。 

• 作者塑造尹縣長的手法。 

• 作者為甚麼要安排讓尹飛龍慘死的結局？又為甚

麼要安排敘述者在離開小鎮多年以後，才從第三者

──小張的弟弟口中得到消息？為什麼不直接安

排敘述者目睹尹飛龍慘死？  

 

 

 

 

作者欲語還休，點到即止，

情感異常節制，全文瀰漫着

無可奈何的氣氛。讀者從中

可感受到，在大陸文革十年

動盪不安的環境下，人們的

壓抑和恐懼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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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導讀巴金《小狗包弟》，讓學生討論： 

• 本文的結構。 

 

 

• 兩隻狗在文中的作用。 

 

 

 

 

 

 

• 作者在文章中說「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

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他

在另外的文章中說他自己在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

「被迫犧牲正義和朋友」，你認為兩件事是一樣的

嗎？你認為他是可以原諒的嗎？  

可播放公共電視(台灣)《作

家身影．巴金》，讓學生了解

其寫作動機及寫作宗旨：「說

真話」、「知耻」和「反思」。 

 

引言部分，不只是引發後

文，也是以狗的忠心、愛心

對比人的殘忍。 

作者述說對包弟由養到棄的

過程，由此帶出作者在文革

中的經歷，最後引出其

「耻」。 

 

由同學自由發揮。 

  

7．延伸閱讀：梁小斌《雪白的牆》 

• 教師先提示學生，「雪白的牆」這意象有兩重意思，

既指文革時貼大字報或政治標語的牆，也可引申為

人性或歷史的象徵。 

 

  

改革開放之後改革開放之後改革開放之後改革開放之後  

第第第第 27-32 節節節節  

 

1. 教師詢問同學到內地旅行的經驗及感受，再以紀錄片或

圖片介紹八十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可特別着重介紹

經濟方面的變化及農村與城市的變遷。 

 

  

2. 教師介紹高曉聲於八十年代寫的一系列反映社會變化

的小說，內容都是以農民陳奐生為主角；再介紹第一篇

《漏斗戶主》的內容，引起學生的興趣，然後導讀《陳

奐生上城記》，引導學生探討： 

 

 

 

 

「漏斗戶主」指常年負債的

窮苦人家。 陳奐生是一個典

型的農民，勤勞、憨實、質

樸。在《漏斗戶主》中，他

長期饑餓，開放後生活才得

到改善。《陳奐生上城記》則

是通過陳奐生上城賣油繩、

買帽子、住招待所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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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的語言特色。 

 

 

 

 

• 作者安排陳奐生賣油繩後買帽的寓意。 

 

 

 

 

• 本小說描寫心理的方式。 

 

 

• 主角的心理和動作在付出五元的前後有何不同。 

 

 

 

 

 

 

 

 

 

 

 

 

 

 

及其微妙的心理變化，道出

背負歷史重荷的農民，在跨

入新時期變革門檻時的心

理。 

 

 

純樸自然，能表現農民的思

考層次，但又幽默犀利，意

蕴豐富，富有情绪感和节奏

感。 

 

自由市場開放了，農民可以

賣農業副產品，卖油绳則可

見糧油有餘。賺了錢買帽

子，代表農民有錢後可享受

一下，也為後來感冒作伏筆。 

 

作者喜歡直接說出主角的內

心所想，多採概括性叙述，

很少用呈現的方式。 

 

在付出五元錢之前，陳奐生

自卑、純樸。他發現自己住

在極好的房間裏，因而感受

到父母官的關懷，心裏暖洋

洋的，眼淚熱辣辣的。他蓋

着裏外三層新的綢被子，不

自覺地縮成一團，怕自己的

腳會弄髒被子。陳奐生又下

了牀把鞋子拎在手裏，怕把

地板弄髒，連沙發椅子也不

敢坐，惟恐癟下去起不來。 

在付出五元之後，他心中有

了與先前完全相反的因素，

有了破壞欲，損人不利己的

心理發作起來。他用腳踏沙

發，不脫鞋就鑽進被窩，並

計算着睡眠時間是否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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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角在付五元時表現不捨，回家後變得「神氣」，

你認為作者想藉此表現什麼？ 

• 你會用什麼形容詞去形容陳奐生這個人？ 

 

 

 

 

 

• 作者在《且說陳奐生》中曾談及如何塑造陳奐生這

一人物，也論及對中國農民的看法。他對農民表示

讚美之餘卻又說：「他們的弱點確實是很可怕的，

他們的弱點不改變，中國還會出皇帝的。」你贊成

這說法嗎？ 

 

 

舉例：善良但軟弱、純樸但

無知、憨直但愚昧、誠實但

又輕信別人、追求生活和容

易滿足、講究實際但又淺

薄、狹隘、自私等。（請同學

注意其性格的「相對性」令

小說人物更具體化。） 

 

  

3. 播放崔健《一無所有》，並介紹歌曲所表現的時代精神。 《一無所有》 

曲、詞、唱：崔健 

 

可參考陳思和《現代文學教

程》相關部分。 

 

社會面臨巨大改變，過去的

精神價值全部被否定，新的

價值尚未建立，過去的偉言

壯語原來都不過是謊言，「在

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

者彎曲的倒影」。八十年代

後，在不少藝術作品中常以

玩世不恭的文字呈現虛無感

及荒謬感。  

  

4. 導讀韓東《有關大雁塔》，介紹大雁塔，並引導學生探

討： 

• 大雁塔在詩中的象徵意義。 

• 「英雄」的時代意義。 

 

 

唐代科舉中進士者，都會到

大雁塔留下自己的名字。在

這首詩中，大雁塔象徵中國

古代的文明與輝煌。 

「英雄」為歷來人們尊崇的

對象，在文革時也特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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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詩的語言特色。 

 

英雄。文革期間的文藝指導

思想就有「三突出」理論，

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

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

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

主要英雄人物。」 

 

本詩以平淡甚至平俗的語

言，或嘲諷的語氣去顚覆過

往的「豪言壯語」，例如以「發

福」、「有種的」去形容登塔

的人們。 

  

5. 講讀余華《十八歲出遠門》，着學生分組討論及匯報： 

 

 

 

 

• 為什麼作者安排主角是「十八歲」？ 

 

 

 

 

 

• 你認為這是一篇寫實的作品嗎？文中所寫的事情

有沒有可能發生？為什麼？ 

• 作者在文中呈現怎樣的風格？作品表現了怎樣的

時代風氣？ 

 

 

 

 

• 最後一段有何深意？ 

• 如果你是作者，你會安排這樣結束全文嗎？為甚

麼？ 

�可透過分組討論及匯報，了

解學生： 

� 對作品內容的理解 

� 對作者情感的體悟 

� 對作品的鑑賞能力 

十八歲進入成年階段，作者

通過涉世不深的少年「我」

第一次出門遠行的離奇遭

遇，表達對世界的看法：陌

生、荒誕、無法理解、無從

把握，從而流露一種人生漂

泊的悲觀情緒。 

由同學自由發表意見。 

 

作者談論自己的作品時常

說：「現實生活遠比我的小說

荒誕」，又說：「當你面對的

是一個不正經的時代時，你

只有用不正經的方法去對待

它。」 

 

有反諷的意味。 

由同學自由發表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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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第第第第 33 節節節節  

 

1．教師引導學生回顧本單元的各環節，揭示以下重點： 

•  現當代文學作品大都因應時代有感而發，有些甚

至負有「震聾發聵」的作用，但內容不一定以寫

實手法表現，也不一定對時代風氣作正面回應。 

•  文學是不斷發展的，因此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寫作

風格。作家必須與時並進，讀者也不應以單一標

準評鑑所有作品。 

•  不同文類有不同要求，發展亦有不同。以新詩為

例，流派眾多，往往令人眼花繚亂，欣賞時可注

意流派時代發展及流派特色。在創作時，則可吸

收過往不同詩歌風格的長處，不應單向模仿，才

能寫出富有當代特色及能反映自我的作品。    

 

2. 單元終結評估： 

  以下兩項，任擇其一 

  (1) 自選一位曾在本單元介紹的作家，搜集其作品，就

該作家的寫作風格進行專題研習，內容須包括至少

三篇作品的評賞文字，並抒發對該作家寫作風格的

看法。 

 

 

 

 

 

 

 

 

 

 

 

 

 

 (2) 自選一本現當代文學作品，以文字向同學作推介，內

容須包括： 

 

 

�透過專題研習，衡量學生理

解、賞析及評論作家作品的

能力。可根據以下準則，檢

視學生的表現： 

� 根據研習對象，蒐集、

分析相關的作品和資

料，理解無誤 

� 就所選的作品，清晰歸

納研習對象的寫作風格 

� 賞析及評論作品，具個

人見解 

� 就研習對象的寫作風

格，有個人見解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

組織恰當、表達流暢 

 

�透過作品推介，衡量學生理

解、賞析及評論作家作品的

能力。可根據以下準則，檢



新高中中國文學學習單元設計示例（2012 年 2 月稿） 

23 

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教學活動  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構思和備註  

• 作者介紹 

• 內容介紹 

• 藝術特色分析 

• 閱讀感言，如內容對個人的啟發、作品特別之處、

喜愛的原因等 

• 向同學推介的原因 

視學生的表現： 

� 對作品有深刻的體悟 

� 從不同角度賞析及評論

作品的內容及藝術特

色，具個人見解 

� 有充份的理據推介所選

的作品 

� 闡述清晰、評析精要、

組織恰當、表達流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