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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的價值

任何作品經歷時代洗禮而卓然自立，流傳
久遠，必然有其光輝耀目之處，或出於內
容豐富、思想純正，或出於技巧高超、筆
力千鈞，而最關鍵的，是從作品文字的深
層裏，揭示中華文化的道德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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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豐富（例）：

杜甫〈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

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

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

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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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純正（例）：

魏 收（魏書˙吐谷渾傳）〈折箭〉

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汝等
各奉吾一支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
「汝取一支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
九支箭折之。」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否？單
者易折，眾則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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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豺）暴病，臨死，召諸子弟告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
虔，以大業屬吾，吾豈敢忘先公之舉而私於緯代。」其以慕
璝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長子也。阿豺又謂曰：「
汝等各奉吾一支箭，折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利延曰：「
汝取一支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支箭折
之。」延不能折。阿豺曰： 「汝曹知否？單者易折，眾則難
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死，兄子慕璝立。



技巧高超（例）：

鄭燮 〈詠雪〉

一片兩片三四片，

五六七八九十片。

千片萬片無數片，

飛入梅花都不見。

（立意奇、佈局奇、用韻奇，用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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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力千鈞（例）：

曹植 〈七步詩〉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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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文教學之「情」與「趣」

一、深入淺出：備課的要求
二、能放能收：掌握課堂節奏
三、聲音證入：朗讀與朗誦
四、披文入情：引導學生感悟作者的創作情懷
五、釋文以趣：活躍課堂氣氛
六、啟發引導：引發主動思考和想像力
七、教具多樣：加強聯想記憶
八、動口動手：打破單向式教學
九、鞏固所學：學而時習
十、延伸閱讀：擴闊和積澱，強化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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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入淺出：備課的要求



教師備課

 把握所授內容

 確立教學目標

 對準學生能力

 設計周密計劃

 預知教學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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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放能收：掌握課堂節奏



 針對學生實際情況，調節所授內容的深淺
與教學節奏的快慢，切記「學不躐等」，
切忌「拖泥帶水，橫生枝節」、「說自己
的多，入正題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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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堂針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差異，以學生
為本，以學習為根，按計劃施行，並按實
際情況作適當的調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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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音證入：朗讀與朗誦



聲音證入的妙用

劉大櫆〈論文偶記〉云：

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
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

凡行文字句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
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
得之音節，求音節而得之字句，思過半矣。其要只在
讀古人文字時，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
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
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
人神氣音節相似處，自然鏗鏘發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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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與陳碩士書〉云：

大抵學古文者，必要放聲疾讀，祇久之，
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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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證入的妙用



 字音的考究

 誦材的理解、
分析和欣賞

 聲音的控送

 情感的投入

 字音的考究

 誦材的理解、
分析和欣賞

 聲音的控送

 情感的投入

 想像的發揮

 動作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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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演繹方式

 台誦式

 講演式

《韓非子‧守株待兔》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
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
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
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吟誦（韻律誦）

賀之章〈回鄉偶書〉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
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
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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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實踐

 教師示範

 指名朗讀/朗誦
 輪流誦

 分行誦

 小組誦

 男女分誦

 全班合誦
（選出組長，帶領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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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披文入情：引導學生感悟
作者的創作情懷



想一想

作為語文教師，中華文化的傳承和推動
者，我們想小學生在自己的教育和栽培
下成為怎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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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讀以下一段文字

作為教師，我願我所教導的學生：

在家庭方面，孝順父母，親愛親人，與兄弟姊妹團結。

在交友方面，能真摯地對待朋友，珍惜友誼。

在學業與做事方面，能專心致志，認真學習，今日事今
日做，不半途而廢，不作僥倖之想，從學習中感悟樂趣
，不畏艱難，知所奮發，不斷自我革新，努力向上。

在成長過程中，保持童真童趣，觀察力強，熱愛生活，
熱愛大自然；修身以正，儉樸為本，培養高尚情操，不
因循，能變通，並能體悟他人的勞苦，愛人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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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 可供學習的品德情意與文學文化
1.《韓非子‧守株待兔》 凡事須努力，不能存有僥倖而成功的心態
2.  韓嬰〈孟母戒子〉 做事不能半途而廢
3. 佚名〈江南〉(樂府詩) 從工作中感悟所得的樂趣
4. 曹植〈七步詩〉 兄弟相親的重要
5. 駱賓王〈詠鵝〉 童真童趣的可愛
6. 賀知章〈回鄉偶書〉 對回鄉生活的懷戀
7. 王之渙〈登鸛鵲樓〉 要看得更遠，便須努力攀登
8. 孟浩然〈春曉〉 聞風雨而惜落花，惜物而具愛心
9.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居異地而思念親人
10. 李白〈靜夜思〉 懷念家鄉
11. 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 頑強的生命力，雖遇艱難而重生
12. 孟郊〈遊子吟〉 知母愛的偉大，感恩望報
13. 李紳〈憫農〉(其二) 尊重農民，愛惜米糧
14. 杜秋娘〈金縷衣〉 珍惜青春，及時努力
15. 杜牧〈清明〉 哀悼親友
16. 羅隱〈蜂〉 對勞動者的欣賞與同情
17. 楊萬里〈小池〉 熱愛大自然
18. 王安石〈元日〉 以新替舊
19. 唐寅〈畫雞〉 託物言志
20. 鄭燮〈詠雪〉 觀察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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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 可供學習的品德情意與文學文化
21.《論語》四則 認真的學習態度與方法
22. 《孟子‧二子學弈》 專心致志的重要
23. 《韓非子‧鄭人買履》 因循守舊，不思變通，將一事無成
24. 《戰國策‧鷸蚌相爭》 兩相爭鬥而俱傷，使第三者從中得利
25. 魏收〈折箭〉 團結就是力量
26. 王翰〈涼州詞〉 為國犧牲，勇者無懼
27. 王昌齡〈出塞〉 緬懷名將的愛國情懷
28.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惜別友人，情真意切
29. 李白〈早發白帝城〉 回家的喜悅
30. 杜甫〈客至〉 待客情誼，賓主共樂
31. 杜甫〈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 觀察細微，描摹有法
32. 張繼〈楓橋夜泊〉 旅客懷愁，借景抒情
33. 柳宗元〈江雪〉 不畏嚴寒，孤獨傲岸的精神
34. 杜牧〈山行〉 熱愛生活，積極豪爽
35. 王安石〈泊船瓜州〉 人在路途，思念家園
36. 蘇軾〈題西林壁〉 認識事物，忌以偏概全
37. 楊萬里〈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 眷戀友情，狀物以寄
38. 于謙〈石灰吟〉 託物言志，高尚情操
39. 錢福〈明日歌〉 今日事，今日做
40. 朱柏廬〈朱子家訓〉 修身為尚，儉樸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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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釋文以趣：活躍課堂氣氛



 教師是課堂的組織者和引領者，應以學生
學習興趣為切入點，活躍課堂氣氛，激發
學生學習的動力。

 從人文精神、文化底蘊切入

 從現實生活中的人與事切入

 通過與古詩文內容有關的視頻、歌曲、
圖片、動畫、故事等切入

 通過學生編演劇本，再現「情景」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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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文精神、文化底蘊切入
傳說東漢時，汝南縣裏有一個叫桓景的人，他
所住的地方突然發生大瘟疫，桓景的父母也因
此病死，所以他到東南山拜師學藝，仙人費長
房給桓景一把降妖青龍劍。桓景早起晚睡，披
星戴月，勤學苦練。一日，費長房說：「九月
九日，瘟魔又要來，你可以回去除害。」並且
給了他茱萸葉子一包，菊花酒一瓶，讓他帶家
鄉父老登高避禍。於是桓景開回到家鄉，九月
九那天，他領著妻子兒女、鄉親父老登上了附
近的一座山。他把茱萸葉分給大家樣隨身帶上
，瘟魔則不敢近身；又把菊花酒倒出來，每人
喝了一口，避免染瘟疫。他和瘟魔搏鬥，最後
殺死了瘟魔。汝河兩岸的百姓，就把九月九登
高避禍、桓景劍刺瘟魔故事一直傳到現在。從
那時起，人們就過起重陽節來，有了重九登高
的風俗。

王維〈九月九日憶
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為異客，

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

遍插茱萸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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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遊子吟〉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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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實生活中的人與事切入

如從獲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崔琦的成長故事切入



通過與古詩文內容有關的視頻、
歌曲、圖片、動畫、故事等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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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學生編演劇本，再現「情景」切入

〈二子學弈〉 孟子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
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
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
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 曰：
「非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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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的課堂氣氛能讓學生的學習熱情高漲，
產生強烈的學習欲望。學生一旦產生這種積
極的思維，就能體會到學習的快樂，從而積
極投入語文學習中，使課堂氣氛更加活躍。

 語文是一門極富人文性的學科。在教學過程
中，教師與學生必須是雙向互動的過程。

 教師若採用「灌輸式」教學方法，非但不能
使學生產生學習興趣，反而會讓他們產生抵
觸情緒。而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能夠有效避
免這一問題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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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王之渙〈登鸛雀樓〉為例：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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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渙（688-742），唐代詩人，字季陵，晉陽（今山西省
太原市）人，曾任冀州衡水縣主簿，被人誣陷，棄官而去。
晚年出任文安縣尉。卒於天寶元年。他為人豪放，常擊劍悲
歌。他的詩多被當時樂工制曲歌唱，名動一時。鸛雀樓，在
唐代是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省永濟縣蒲州鎮）的名勝。樓
在西南城上，高三層，東南是中條山，西面可以俯瞰黃河，
因常有似鶴的飛禽鸛雀棲息其間，所以叫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白日依山盡」，是寫實的，詩人登上
高樓，遠遠看到太陽慢慢下山時的景象
。「黃河入海流」，詩人近看黃河奔湧
流轉，直向東注入大海；這句是從眼前
的寫實，而帶出詩人的想像，因為在鸛
鵲樓是無法看到黃河之水注入大海的。
凡寫景，有實景，有虛景，有眼前景，
有想像景，詩人大筆揮灑，便由實轉虛
，由眼前推向想像，表現出蒼茫遼闊，
雄渾放曠的境界，勾勒出一幅壯麗的風
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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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渙〈登鸛雀樓〉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有了前兩句寫景的鋪墊，詩人接寫他
登樓眺望的心境：「欲窮千里目，更
上一層樓。」詩人為了看到更遼遠的
景象，於是登上高一層樓，希望站得
高，看得更遠。兩句詩耐人尋味，不
單即景抒情，而是「情中有理」，體
現詩人對美好的追求與實際行動，又
帶給讀者無限鼓舞和不斷努力的信心
。兩句詩，更可說明，要開闢新天地
、新境界，便要持續攀登，由個人推
廣到群體以至全人類，要擁有更多知
識，取得更大成就，創造更好生活，
便要作出比現在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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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渙〈登鸛雀樓〉



全詩不用典，平白如話，前兩句和後兩句都是工整
的對句，清沈德潛（1673-1769）《唐詩別裁集》評
說：「四語皆對，讀去不嫌其排，骨高故也。」
沈氏說得對，四句寫來自然流暢，境界開闊，精神
積極向上，骨格奇高，值得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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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渙〈登鸛雀樓〉



再講：寥寥二十個字，我們讓學生得到不少
「對偶」的認識。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白」「黃」以顏色作對；

 「日」「河」「山」「海」以天文地
理作對；

 「欲」「更」以虛字作對；

 「窮」「上」以人事動詞作對；

 「千里」「一層」以數目作對；

 「目」是身體類，「樓」是宮室類，
都是實體詞；

 前兩句是平衡對句，後兩句是流水對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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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啟發引導：引發主動思考和
想像力



 古詩文中存在著大量的「同字不同義」的
現象，同一個詞語在句中的不同位置會有
不同的解釋和用法，例如幼稚園學生已學
識的「手」和「耳」，兩字是名詞，但：

人手一卷

久耳大名

其中「手」和「耳」是名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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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

鐘山只隔數重山。
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詩中首句通過寫京口和瓜洲距離之短及船行之快，流露出一種
輕鬆、愉悦的心情；第二句寫詩人回望居住地鐘山，產生依依
不捨之情；第三句描寫了春意盎然的江南景色；最後以疑問語
氣結尾，再一次強調了對故鄉的思念。全詩不僅借景抒情，寓
情於景，而且在敍事上也富有情致，境界開闊，格調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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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綠」字，一直以來都是被人們廣為稱讚
的，用得十分精妙貼切，它為甚麼用得好？

 我們可以引導學生去思考。這個「綠」字如果
換成其他的字會怎樣？

春風又「到」江南岸

春風又「過」江南岸

春風又「入」江南岸

春風又「？」江南岸

換上不同的字，會更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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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字在古詩文中出現在不同的場合，有甚
麼不同？通過對比的形式，可以讓學生感受到
古詩文行文的妙處。

（1）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2）東風已綠瀛洲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李白詩句）

（3）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蘇軾詞句）

（4）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絛。（賀知章詩句）

通過對比詞性與詞義，學生可以總結出（3）（4）兩句中的「綠」
字在詞性上屬於形容詞，代表的意義是綠色的，是對蓑衣和絲絛的
形容，而（1）（2）兩句中的「綠」字在詞性上是動詞，它代表的
是「變綠」的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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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為甚麼要將「綠」作為動詞使用？
它作為動詞之後帶來了甚麼樣的效果？

春風又「綠」江南岸

40

江南岸的「綠」是青草發芽導致的結果，可為甚
麼又說是「春風又綠江南岸」？

「綠」的是草，是草讓江南岸「變綠」，草是春天
才發芽。

這種行文特徵，可以帶領學生想像出一個情境：陣
陣春風吹過江面，岸邊的小草冒出了頭，河岸一點
點變綠。「草的綠」，是因「春風」而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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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具多樣：加強聯想記憶



小學生對於抽象化、符號化的內容理解接受起來存在一定的
難度，我們應多利用直觀的教學情境，讓學生直接看到、聽
到，甚至觸摸到，這對他們理解古詩文，並加強記憶，是極
有幫助的。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利用圖像、影音等方式，類比再現古詩
文所描述的情境，這一點在當前電腦技術、互聯網技術的飛
速發展下實現起來越來越方便。此外，我們還可以借助與古
詩文相關的實物和模型等實體物象，來再現古詩文的教學情
境，從而讓學生對古詩文的內容進行深入的感受。

另一方面，在古詩文教學中，我們可以有意識的借助音樂來
渲染教學情境，創設一個沉浸式的教學情境，讓學生更好的
保持學習狀態，全情投入學習，從而提升小學古詩文的教學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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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動口動手：打破單向式教學



1.小組討論
安排學生在班上進行小組討論，讓各組分配好各自的任
務；在此基礎上引導學生進行自主討論，並根據學生存
在的問題，有針對性的解疑釋惑。

學生在熱烈地討論的過程中發現問題，並得出結論，提
升了解決問題的能力，使課堂氛圍更加活躍。這樣一來
，語文學習擺脫了由教師單方面進行文字、自然段落的
分離，歸納中心思想等形式的束縛，使學生在課堂上具
備學習動力。

（留意分組的方法、分組時的安排與秩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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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組演示/匯報
小組演示也是重要的教學方法之一，能夠取得較好的實
踐效果。在演示過程中，小組可推選一位成員詳細、生
動地介紹小組分工情況，以及由組員共同得出的學習成
果。這在增強小組凝聚力的同時，提高了學生的合作能
力，提升了小組的集體榮譽感，更有效地激發了學生的
求知欲。

3. 擴充寫作
我們還可以積極組織古詩文的擴寫活動，讓高小學生通
過將高度凝練的古詩文字詞，轉換為自己所理解的語言
，從而更深入理解古詩文的內容，提升學與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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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畫圖畫
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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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鞏固所學：學而時習



 製作小書冊、卡片

 小道具，如相片

 有意識地組織活動，如參觀
饒宗頤文化館，使學生以身
臨其境的方式，親身感受古
詩文所描繪的意境，來加深
學生對古詩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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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延伸閱讀：擴闊和積澱，
強化自主學習



對小學生而言，學校是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
主陣地，但僅僅依靠課堂上的學習是遠遠不
夠的，我們還應拓展傳統文化教育內容，為
學生提供課外古詩文，從而讓學生在日積月
累的過程中走近傳統文化，並承擔起傳承傳
統文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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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
視乎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擴展閱讀，以積澱文
化底蘊與提高語文及文學水平

1. 《韓非子˙守株待兔》 《韓非子˙自相矛盾》
2.  韓嬰〈孟母戒子〉 《韓非子˙曾子殺豬》
3. 佚名〈江南〉(樂府詩) 佚名〈長歌行〉(樂府詩)
4. 曹植〈七步詩〉 劉楨〈贈從弟〉三首之二
5. 駱賓王〈詠鵝〉 蘇軾〈惠崇春江晚景〉其一
6. 賀知章〈回鄉偶書〉 李商隱〈登樂遊原〉
7. 王之渙〈登鸛鵲樓〉 王之渙〈涼州詞〉
8. 孟浩然〈春曉〉 孟浩然〈過故人莊〉
9.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王維〈竹里館〉
10. 李白〈靜夜思〉 李白〈送友人〉
11. 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 白居易〈暮江吟〉
12. 孟郊〈遊子吟〉 賈島〈尋隱者不遇〉
13. 李紳〈憫農〉(其二) 李 紳〈憫農〉(其一)
14. 杜秋娘〈金縷衣〉 朱熹〈春日〉
15. 杜牧〈清明〉 杜牧〈秋夕〉
16. 羅隱〈蜂〉 羅隱〈雪〉；虞世南〈詠螢〉
17. 楊萬里〈小池〉 朱熹〈觀書有感〉
18. 王安石〈元日〉 王安石〈梅花〉
19. 唐寅〈畫雞〉 曹鄴〈官倉鼠〉
20. 鄭燮〈詠雪〉 賀知章〈詠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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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篇章
視乎學生的能力和興趣擴展閱讀，以積澱文
化底蘊與提高語文及文學水平

21.《論語》四則 《西京雜記˙鑿壁借光》
22. 《孟子˙二子學弈》 《孟 子˙揠苗助長》
23. 《韓非子˙鄭人買履》 《韓非子˙濫竽充數》
24. 《戰國策˙鷸蚌相爭》 《戰國策˙狐假虎威》
25. 魏收〈折箭〉 劉義慶《世說新語˙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
26. 王翰〈涼州詞〉 高適〈別董大〉（其一）
27. 王昌齡〈出塞〉 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
28. 王維〈送元二使安西〉 王 維〈相思〉、〈鳥鳴澗〉
29. 李白〈早發白帝城〉 李 白〈望廬山瀑布〉
30. 杜甫〈客至〉 杜 甫〈春夜喜雨〉
31. 杜甫〈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 張志和〈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
32. 張繼〈楓橋夜泊〉 蘇舜欽〈淮中晚泊犢頭〉
33. 柳宗元〈江雪〉 寇準〈華山〉
34. 杜牧〈山行〉 杜 牧〈泊秦淮〉
35. 王安石〈泊船瓜州〉 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其一
36. 蘇軾〈題西林壁〉 蘇軾〈飲湖上初晴後雨〉
37. 楊萬里〈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 楊萬里〈宿新市徐公店〉其二
38. 于謙〈石灰吟〉 李綱〈病牛〉
39. 錢福〈明日歌〉 文嘉〈今日歌〉
40.朱柏廬〈朱子家訓〉 《三字經》（〈勤學篇〉選讀）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