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这是禅宗非常有名的参禅三重境界。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指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见山
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是指对事物进行思考、探索、解构。

“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即经过思考、探索，能看到事物
的内外统一，看到的是事物的本原，也即“返璞归真”。

“返璞归真，回到本原”——这应该是我们高三备考
训练的基本态度。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明白，所有的阅
读训练，首先必须基于对“阅读是什么”这样的基本问题
的深入思考。

那么，“阅读”是什么？“阅读教学”是什么？学生在阅
读上存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一、“阅读”是什么？
对于这一概念，通常可以有以下四种层次的理解或

定义。
①一个动作：看或读。
②一种领悟：看，并领会其内容。
③一种能力：阅读能力的养成、运用。
④一种思维：对材料进行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

价的思维过程。
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必然导致对文本阅读价值的理解

和追求不同，以及阅读教学观念体系方法的不同。我们
认为：“阅读”是一种“能力”和“思维过程”。

二、“阅读教学”教什么？
基于“能力”和“思维过程”概念理解上的“阅读教学”，应

当教学生“读得懂文章”和“做得对题”。简言之，就是“读懂”
“做对”。这应当是所有阅读类文本的关键教学点。

需要注意的是：“读懂”和“做对”之间的逻辑关联应
当是“因果”或“顺承”。即，“读懂”是“做对”的前提，“做
对”是“读懂”自然发生的结果。因此，“应试能力、阅读能
力、阅读思维”的训练应三位一体。

“能力训练”和“思维培育”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因为
高层次的阅读能力与高阶的阅读思维，本就密不可分。

“能力训练”，客观上须调动“思维”才能行之有效。至于
是由“思维培育”进而提升“能力”？还是“能力训练”的同
时渗透“思维培育”？法无定法，大家可以依据个人或者
团队特色进行探索和实践。

三、学生“阅读能力”的普遍“短板”是什么？
学生的短板常常集中在三个方面：题型能力不行、理

解能力不够、知识储备不足。基于此，学生的“阅读能
力”，应该集中在以下训练：逼近文本的能力、融会贯通的
能力、感悟迁移的能力。

其中，我们的学生最难以做到，或者说“最难做好”
的，是“逼近文本的能力”；但是在阅读能力和思维上的

“最短板”，其实是“融会贯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目前高
考考查的趋势，这也就成为了目前我们“阅读教学”“能力
训练”的提升重点。

逼近文本的能力——核心操作是训练学生紧扣文
本，有效勾画。通过实现“紧扣”和“有效”这两个关键词，
从而“尽可能理解”“逼近”文本（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
感、艺术效果等——这一项只要有单一文本就可以拿来
进行训练。

感悟迁移能力——要通过积累典型文本阅读体验、
经典例题解答，完成知识储备、题型模型。核心操作是通
过“积累”“感悟”实现“迁移”“过手”——需要进行大量文
本阅读体验、大量经典例题储备，并专项归纳整理，建立
题型模型（题库）。

而“融会贯通能力”是贯穿始终的，就文本阅读而言，
“融会贯通”的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内容块之间
重大结构、组合关系，重要信息点之间逻辑、写作关系，题
目、主线、焦点、要旨之间的关键情感思想逻辑关系，文
章、背景、时代、作者之间的真实创作关系。

简言之，提升“融会贯通能力”，就是训练学生对 行文
思路 的梳理能力、对 重点内容 的解释能力、对 关键信
息 的品析能力、对 艺术手法 的鉴赏能力。

对“融会贯通能力”的考查，可以参考2015~2019高考
全国卷文学类文本的部分题型：

1.两个乘客为什么沉默？小说为什么首尾均有这一
细节？（2019全国III《到梨花屯去》）

2.小说中的卢森堡公园苗圃在情节发展中有重要作
用，这种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2019全国II《小步舞》）

3.请简要分析文中先行者的心理变化过程。（2018全
国III《微纪元》）

4.小说中历史与现实交织穿插，这种叙事方式有哪些
好处？（2018全国I《赵一曼女士》）

5.小说以“渴”为中心谋篇布局，这有什么好处？（2017
全国I《天嚣》）

6.小说写的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小故事，却用了“战争”
这样一个大题目，你认为这样处理合适吗？（2016全国II

《战争》）
7.小说较为夸张地连续使用“几万”“几百万”之类的

词语描述百亩园的历史，这样写的作用是什么?（2016全
国I《锄》）

8.小说三次写马兰花流泪，每次流泪的表现都不同，
心情也不一样。请结合小说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并说明
这样写有什么好处？（2015全国I《马兰花》）

四、“精”：备考策略之实践
正是基于以上关于“阅读”“阅读教学”“阅读能力”的思

考，关于高考小说阅读备考就要注意一个关键词：“精”。
“精心研究”：最近五年高考（尤其全国卷）的选文、出题；

“精准挑选”：学生在不同阶段普遍出现的重点问题；“精
细评讲”：文中难点（学生普遍反映和作答中呈现的不易
读懂处），题中错点（学生普遍呈现的错误率较高的审题、
答案）；“精要总结”：“读懂”的方法、“做对”的规律。

这里主要讲一下“精研”和“精选”在备考策略中的重
要性。

进行有效的阅读训练，“选文”和“选题”是关键——
它们决定了训练的方向，体现的是对高考的研究。我们
先来看看近五年高考全国卷对于文学类文本的考查。

从2015年~2019年，只考了2篇散文（且都是叙事类散
文），其余皆是小说，一共12篇，呈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选材多样。

1.作者多样化
有学生熟悉或耳闻的名家——鲁迅、莫泊桑、老舍、

刘慈欣。有只有部分学生了解或知道的——贾平凹、刘
震云、阿成（这几位，因为无法从课堂获得，所以可能爱好
文学的同学会知道，不过即使知道，可能也无法符合我们
学生这个年龄段的阅读趣味）。还有学生基本不知道的
——何士光、赵长天、李锐、迈尔尼、李德霞。

所以，多样化的作者群，就可能会造成在设题时有着
一些不同的偏重和选择。如考查鲁迅先生的作品，就很
容易联想到创作的主题、手法；考查老舍先生的作品，就
可能涉及他典型的语言幽默。

2.主旨多样化
2019 年：实干家、旧时代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挽

歌、农村改革
2018年：革命烈士、面对新鲜事物时的不同态度及社

会公德、地球的灾难与文明的重建
2017年：沙漠里科研人员的艰苦工作
2016年：工业文明冲击下农耕文明乡土情结、反战、

当代社会伦理和法治的冲突
2015年：当下社会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的担忧和反

思、旧时代山区知识分子心灵的孤独
以上，即使同一年的主题都不相同，其选材和可选之

材之广、之多样，令人防不胜防。
3.类型多样化
高考小说选文多数是微型小说，但现在也开始渗透整

本书阅读概念。如：《理水》《微纪元》《塾师老汪》都是节选。
小说的类型在近年来也有多样呈现，如：《理水》选自

《故事新编》，是通过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再创作，来体

现作者意图。学生对故事的主人公是熟悉的，但是故事
的发展、结局是新的。《赵一曼女士》是首届鲁迅文学奖获
奖作品，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笔法，采用叙事学的多种手
法再现了赵一曼女士的人生片段，如叙事角度多样化，时
空交错的叙事结构。

这些选文类型都比较超乎我们的想象，也加大了难
度。比如：《微纪元》是2018年全国卷III，参与考试的是
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和西藏。科幻小说对于省会城市
甚至二线城市的孩子可能不陌生，但是对于偏远一点的
地区可能就无形中加大了难度。

另外，还有时代性上的多样化。一是指作家所处的
时代，一是作品人物所处的时代。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感觉似乎非常的复杂，那怎么办呢？
返璞归真，回归本原——无论哪种选文，最根本的形

态都是“小说”。因此，面对全国卷文学类文本的小说选
文的多样性，我们没有必要以此为心理负担，科幻小说也
好，《故事新编》也罢，其本质仍是小说，从创作和阅读的
角度离不开小说三要素和小说的基本特征以及主要的表
现手法。如果一定要说一个方向，那就是不管是赞美、反
思、感伤，作为高考小说的选文，都应是倡导正能量。

所以，我们不要去过于强调选文的不可预测性，只需
要提醒学生结合自己了解的生活、历史知识，多从“价值判
断和审美体验”、“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情感世界”、“民族心
理和人文精神”方面去感悟和思考。而用于专题训练的选
文则要充分考虑能够弥补学生知识和阅历上的缺漏，比如
时间时代上的跨度、题材上的广度、主题上的深度等。

二是考法稳定。尤其从2017年开始，选做改为必做之
后，呈现为一道四选一的客观题和两道主观题，分值为15分。

但近几年总有人抱怨好像题目呈现的样子似乎不认
识了。比如：

例一（2014全国II《鞋》）：文末“后记”是独立于小说
外的写作说明，还是属于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请结合
全文，谈谈你的观点和理由。

解析：这道题考查“后记”，大家都觉得非常陌生和出
乎意料。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道题呢？我们来看文本
——在小说中，结尾出现了专门的“后记”。我们再想想，
无论是“引言”“后记”“序幕”“尾声”，其实在日常接触的作
品中也并不少见，其实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只是这样的
文章我们平时很少选来检测，很少训练到，于是就慌了。
但是实际上，本题本质上是“探究情节结构的安排”和“小
说结尾的艺术特色”题，这就算是常规题型了。回答此题，
可从“后记”在情节、主题、人物和感情方面与小说正文的
异同进行比对分析，然后再根据自己所持的观点，选择小
说内容作为论据，作出答复。也可根据题干给的方向性的
显著提示答题：是独立于小说外的写作说明，还是属于小
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学生只需要二选一进行阐释即可。

例二（2015全国I《马兰花》）：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
分别是什么？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请简要分析。

解析：关于“明暗”双线结构这个概念，学生可回想《红
楼梦》——宝黛的爱情悲剧是明线，四大家族的逐步衰落
是暗线。而本题本质上是“鉴赏情节结构的安排”，一般从
情节的安排和主题的挖掘这两个角度切入即可。题干既
然明确指出有明暗两条线，还需要先概括内容，再分析好
处，学生只需要紧扣文本进行梳理，就会发现：在小说中，
一方面是详细交代了马兰花和丈夫关于是否要求还钱发
生的争执，另一方面随着情节的发展，麻婶母女借钱还钱
的事情，也一直交织交代。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发现，紧扣
小说基本规律和选文本身特色出题，一直都是基本思路。

我们再来看看2017~2019高考全国卷小说的考题设置：
年份

2017

2018

2019

选文

《天嚣》

《赵一曼女
士》

《有声电
影》

《微纪元》

《理水》

《小步舞》

《到梨花屯
去》

何士光

考题设置
5.小说以“渴”为中心谋篇布局，这有什么好处?
6.小说以一个没有谜底的“美好的谜”结尾，
这样处理有怎样的艺术效果？

5.小说中说赵一曼“身上弥漫着拔俗的文人气
质和职业军人的冷峻”……
6.小说中历史与现实交织穿插，这种叙述方式
有哪些好处？

5.简要分析小说所揭示的市民面对新奇事物
的具体心态。
6.小说运用多种手法以取得语言的幽默效果，
举出三处手法不同的例子……

5.请简要分析文中先行者的心理变化过程。
6.结合本文，谈谈科幻小说中“科学”与“幻想”
的关系。

8.……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这样的“中
国的脊梁”的。
9.……请从“故事”与“新编”的角度简析本文
的基本特征。

8．请以老舞蹈师形象为例，谈谈小说塑造人
物形象时运用了哪些表现手法。
9．小说中的卢森堡公园苗圃在情节发展中有
哪些重要作用。

8．小说中有多处景物描写，请分析其功能。
9．两个乘客为什么沉默？小说为什么首尾均
有这一细节？请结合全文分析。

年份

2019
2018

2017
2 01 6

2 0 15

卷别
全
国Ⅰ

全
国Ⅱ

全
国Ⅲ
全
国Ⅰ

全
国Ⅱ

全
国Ⅲ

全
国Ⅰ

全
国Ⅰ

全
国Ⅱ

全
国Ⅲ

全
国Ⅰ

全
国Ⅱ

作者

鲁迅

莫泊桑

何士光

阿成

老舍

刘慈欣

赵长天

李锐

迈尔尼

贾平凹

李德霞

刘震云

选文

《理水》
（节选）

《小步舞》

《到梨花
屯去》

《赵一曼
女士》

《有声电
影》

《微纪元》
(节选)

《天嚣》

《锄》

《战争》

《玻璃》

《马兰花》

《塾师老
汪》

（节选）

主旨概要
以大禹及其他协同治
水的实干家形象嘲讽
官员们的昏庸无能
一曲送别旧时代的挽
歌——旧时代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习惯

反思十一届三中全会
后的农村改革

缅怀革命烈士的牺牲
精神

揭示人们面对新鲜事
物时的不同态度及社
会公德

思考地球的灾难与文
明的重建

反映科研人员的艰苦
工作及在困境中与人
民群众的相互救助
展现工业文明冲击下
农耕文明渐失的社会
现状及人们对土地的
眷恋
反 映 战 争 带 来 的 悲
剧，表现对战争的谴
责与反思
一个意外伤人事件背
后呈现出的伦理、法
治的冲突

对当下社会伦理道德
和人际关系的担忧和
反思

旧时代山区知识分子
心灵的孤独

类型

中国现代新
历史小说

外国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中国当代新
历史小说

中国现代小说

中国当代
科幻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外国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中国当代小说

从2015~2019高考全国卷看“小说阅读”高考备考
成都石室中学 高三备课组长 邓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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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水（节选）
鲁迅

当两位大员回到京都的时候，别的考察员也大抵陆续
回来了，只有禹还在外。他们在家里休息了几天，水利局的
同事们就在局里大排筵宴，替他们接风。这一天真是车水
马龙，不到黄昏时候，主客就全都到齐了，院子里却已经点起
庭燎来，鼎中的牛肉香，一直透到门外虎贲的鼻子跟前，大家
就一齐咽口水。酒过三巡，大员们就讲了一些水乡沿途的
风景，芦花似雪，泥水如金，黄鳝膏腴，青苔滑溜……等等。
微醺之后，才取出大家采集了来的民食来，都装着细巧的木
匣子，盖上写着文字，有的是伏羲八卦体，有的是仓颉鬼哭
体，大家就先来赏鉴这些字，争论得几乎打架之后，才决定以
写着“国泰民安”的一块为第一，因为不但文字质朴难识，有
上古淳厚之风，而且立言也很得体，可以宣付史馆的。

局外面也起了一阵喧嚷。一群乞丐似的大汉，面目
黧黑，衣服破旧，竟冲破了断绝交通的界线，闯到局里来
了。卫兵们大喝一声，连忙左右交叉了明晃晃的戈，挡住
他们的去路。

“什么？——看明白！”当头是一条瘦长的莽汉，粗手
粗脚的，怔了一下，大声说。

卫兵们在昏黄中定睛一看，就恭恭敬敬的立正，举
戈，放他们进去了。

局里的大厅上发生了扰乱。大家一望见一群莽汉们
奔来，纷纷都想躲避，但看不见耀眼的兵器，就又硬着头
皮，定睛去看。头一个虽然面貌黑瘦，但从神情上，也就
认识他正是禹；其余的自然是他的随员。

这一吓，把大家的酒意都吓退了，沙沙的一阵衣裳
声，立刻都退在下面。禹便一径跨到席上，并不屈膝而
坐，却伸开了两脚，把大脚底对着大员们，又不穿袜子，满
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随员们就分坐在他的左右。

“大人是今天回京的？”一位大胆的属员，膝行而前了
一点，恭敬的问。

“你们坐近一点来！”禹不答他的询问，只对大家说。
“查的怎么样？”

大员们一面膝行而前，一面面面相觑，列坐在残筵的
下面，看见咬过的松皮饼和啃光的牛骨头。非常不自在
——却又不敢叫膳夫来收去。

“禀大人，”一位大员终于说。“倒还像个样子——印
象甚佳。松皮水草，出产不少；饮料呢，那可丰富得很。
百姓都很老实，他们是过惯了的。”

“卑职可是已经拟好了募捐的计划，”又一位大员
说。“准备开一个奇异食品展览会，另请女隗小姐来做时
装表演，来看的可以多一点。”

“这很好。”禹说着，向他弯一弯腰。
“不过第一要紧的是赶快派一批大木筏去，把学者们

接上高原来。”第三位大员说，“学者们有一个公呈在这
里，他们以为文化是一国的命脉，学者是文化的灵魂，只
要文化存在，华夏也就存在，别的一切，倒还在其次……”

“他们以为华夏的人口太多了，”第一位大员道，“减
少一些倒也是致太平之道。况且那些不过是愚民，那喜
怒哀乐，也决没有智者所推想的那么精微的。……”

“放他妈的屁！”禹心里想，但嘴上却大声的说道：“我
经过查考，知道先前的方法：‘湮’，确是错误了。以后应
该用‘导’！不知道诸位的意见怎么样？”

静得好像坟山；大员们的脸上也显出死色，许多人还
觉得自己生了病，明天恐怕要请病假了。

“这是蚩尤的法子！”一个勇敢的青年官员悄悄的愤
激着。

“卑职的愚见，窃以为大人是似乎应该收回成命的。”

一位白须白发的大员，这时觉得天下兴亡，系在他的嘴上
了，便把心一横，置死生于度外，坚决的抗议道：“湮是老
大人的成法。‘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老大
人升天还不到三年。”

禹一声也不响。
“况且老大人化过多少心力呢。借了上帝的息壤，来

湮洪水，虽然触了上帝的恼怒，洪水的深度可也浅了一点
了。这似乎还是照例的治下去。”另一位花白须发的大员
说，他是禹的母舅的干儿子。

禹一声也不响。
“我看大人还不如‘干父之蛊’，”一位胖大官员看得

禹不作声，以为他就要折服了，便带些轻薄的大声说，不
过脸上还流出着一层油汗。“照着家法，挽回家声。大人
大约未必知道人们在怎么讲说老大人罢……”

“要而言之，‘湮’是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好法子，”白须
发的老官恐怕胖子闹出岔子来，就抢着说道。“别的种种，
所谓‘摩登’者也，昔者蚩尤氏就坏在这一点上。”

禹微微一笑：“我知道的。有人说我的爸爸变了黄
熊，也有人说他变了三足鳖，也有人说我在求名，图利。
说就是了。我要说的是我查了山泽的情形，征了百姓的
意见，已经看透实情，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非‘导’不可！
这些同事，也都和我同意的。”

他举手向两旁一指。白须发的，花须发的，小白脸
的，胖而流着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员们，跟着他的
指头看过去，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
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节选鲁迅《故事新编》）
7. 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

正确的一项是
A. 第一段中，洪灾中的民间疾苦被筵宴上大啖酒肉

的大员们转化为“水乡沿途的风景”等谈资，这不仅是讽
刺，更表达了忧愤。

B. 鲁迅善以细节传神，文中写胖大官员脸上“流出着
一层油汗”，与写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一样，都是以外
在细节刻画人物内在特征。

C. 针对禹提出的“导”的治水方法，众大员软硬兼施，
口口声声“老大人”，是以所谓“孝”给禹施压，实质上还是
反对禹的变革。

D. 文中有意使用“水利局”“时装表演”“摩登”等现代
词语，以游戏笔墨颠覆了“大禹治水”的严肃性与真实性，
从而传达出历史的虚无感。

8. 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
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
就是中国的脊梁。”请谈谈本文是如何具体塑造这样的

“中国的脊梁”的。
9.《理水》是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一篇，请从

“故事”与“新编”的角度简析本文的基本特征。
【答案及解析】
7. D
【解析】
此题考查学生对文本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和

鉴赏的能力。解答此题，应从语句理解、手法分析、内容
分析、主题理解等角度分析判断。根据对文本内容的感
知与理解，仔细辨识选项与原文的细微差别，做出判断。

“以游戏笔墨颠覆了‘大禹治水’的严肃性与真实性，从而
传达出历史的虚无感”错误，鲁迅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
限，在上古时代的神话世界里插入大量的现代人事，使作
品超出了传统历史小说的范围，呈现出鲜明的怪诞性，重
在显示这篇文章的现实讽刺意义。故D错误。

8.（1）形象描写。将禹及其随员描写为“乞丐似的大
汉”，写出艰苦卓绝的实干家形象；

（2）言行描写。文中的禹坚毅寡言，一旦说话，则刚直
有力，突出人物的朴素、沉着、坚定、务实和富于远见卓识。

（3）对比手法。始终在同众大员的对比中塑造禹及
其随员，从而凸显其“中国的脊梁”形象。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把握小说塑造人物形象手法的基本能

力。解答此类题，首先要明确常见的刻画人物的手法，主要
有：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动描写，语言描写，细节描写。正
面描写（直接描写），侧面描写（间接描写），白描和工笔等。
对小说塑造形象手法类的题目，一般组织答案的步骤是：第
一步，指明小说运用了哪一种描写手法。第二步，结合具体
情节分析这种描写手法在文句中是如何体现的。第三步，
明确有何效果或作用，要点明此手法突出了人物的什么形
象特点。大禹形象的塑造，体现了鲁迅在30年代中国内忧
外患、灾难频仍的严峻形势下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精神、增
强民族自信心的高度重视。其时，国内政局黑暗、民生凋敝，
日军加紧侵略，国土不断沦丧，舆论界弥漫着悲观失望的调
子。为此，鲁迅写作《理水》，赞颂大智大勇、自苦实干、公而
忘私的大禹，意在借古代的英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民族精
神的展现，激励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强意识，启发国民直
面现实灾难，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精英人物身上吸取力
量。手法从形像、语言、对比来分析。

9.（1）大禹治水的“故事”本身于史有据，作品考查典
籍博采文献，富有历史韵味；

（2）“新编”表现为新的历史讲述方式，如细节虚构、
现代词语掺入、杂文笔法使用，作品充满想象力及创造
性；

（3）对“故事”进行“新编”，着眼于对历史与现实均作
出观照，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解析】
此题考查把握文本基本特征的能力。小说必须具备

三个要素：人物、情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虚
构性”，是小说的本质。“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是小
说竭力要挖掘的艺术内容，其感觉经验愈是新鲜、细微、
独特、准确、深刻，就愈是小说化。“虚构性”与“捕捉人物
生活的感觉经验”，是上述要素中最能体现小说性质的东
西。简单地说，小说就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
事情节的叙述和环境的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体。

《理水》的基本特征要紧扣小说的人物，情节，主题三个要
点去答题。作品中让人们习见不惊的熟悉事物以陌生的
面目出现，使事物蕴含的滑稽丑陋性质基于陌生化的艺
术处理而变得尖锐、醒目，给人们提供一个透视事物丑拙
鄙陋本质的适当心理距离和最佳角度。在《理水》中，鲁
迅一方面依据史有所载的神话传说，塑造了上古时代治
水英雄大禹的形象，同时又大胆突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形
式规范，将30年代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丑陋乖讹现象披
上历史的外衣，讽刺性地嵌入上古时代的神话氛围里，刻
划了学者教授、视察大员、水利局官吏等众多喜剧角色，
组成了一个古今杂糅的怪诞世界。此外文本的“新”还体
现在语言的运用上，在讲历史故事的同时揉进了诸如“水
利局”“时装表演”“摩登”等现代新词，尧舜的天下不仅有
满嘴外语以做学问谋生的学者，还有幼稚园、飞车等古代
根本不存在的事物。鲁迅有意将现代话语和事物植入到
古代的时空环境中，使时间错综交叉，呈现出非古非今、
亦古亦今的特征，使文本的结构呈现出反讽的艺术形态。

这种奇诡的艺术构思最典型地体现了作家在《故事
新编》中所追求的“故”事“新”编的独特艺术风貌。

其中有几道题被公认比较难，或者说出乎意料。那
是不是真的“偏怪难”呢？

2018《赵一曼女士》6.小说中历史与现实交织穿插，这
种叙述方式有哪些好处？请结合作品简要分析。

解析：之前提到过，这是一篇“新历史小说”，既用历
史人物，又表达现实情怀，这是文本的基本特点。而叙事
角度的多样性，也是本文的一大特色。从考点上来说：创
作手法的分析，学生扣住题干提示的“历史与现实交织穿
插”，来调动叙述方式的知识回答，比较难回答到的答案，
其实是知识结构上的不足。

2018《有声电影》6.小说运用多种手法以取得语言的
幽默效果，请从文中举出三处手法不同的例子……

解析：作者是老舍先生，作品特点就是幽默的语言风
格——故考查此题。之前《马裤先生》也考查过“幽默”这
个语言风格，考点属于创作手法的分析。

2018《微纪元》6.结合本文，谈谈科幻小说中“科学”与
“幻想”的关系。

解析：这本就是一篇科幻小说，无论是否读过，都可
以在考场上根据本文，结合阅读感受来进行谈论。

2019《理水》9.《理水》是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中的

一篇，请从“故事”与“新编”的角度简析本文的基本特征。
解析：题干已经告诉我们是用“故事”来“新编”，“故

事”是什么，“新编”在哪里，结合人物形象、情节构思、创
作手法、主题创新等小说基本要素切入和分析都可。

以上被认为“怪”的题，只要稍作仔细阅读题干，就会
发现：只要认真阅读文本，就能调用所学知识来回答；只
要用好题干提示，就能找到答题切入的角度。创作技巧
比重较少，但并不等于完全陌生；创作规律的考查乍看很
难，但题干都给了充分的提示。如下表所示：
年份

2017

2018

2019

选文

《天嚣》

《赵一曼
女士》

《有声电
影》

《微纪元》

《理水》

《小步舞》

《到梨花
屯去》

1客观题
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
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
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
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
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
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
对小说内容和艺术特
色的分析鉴赏

2主观题
分析情节
的作用1
分析概括
人物形象1
分析概括
人物形象2
分析概括
人物形象3
分析概括
人物形象4
分析概括
人物形象5
分析环境
的作用2

3主观题
分析情节的
作用2
鉴赏小说的
创作技巧1
鉴赏小说的
创作技巧2
探究小说的
创作规律1
探究小说的
创作规律2
分析环境的
作用1
分析情节的
作用3

由此可以看出，小说考查的基本题型仍然集中在：
分析人物。要求概括人物形象或分析人物性格；
分析作用。要求能够理解和分析小说中具体段落内

容的意义和作用；
分析手法，语言（艺术特色、艺术效果）。要求分析人

物、景物描写所使用的具体手法，文章的线索，小说使用
的修辞手法、表达方式、语言风格等；

探究小说的创作规律。要求能够对文本的突出特色
有所鉴赏、分析；

探究文本所反映的人生价值和时代精神。要求从人
物、主题、情节等方面探究小说体现的人生价值和时代意
义等。

因此，从出题的角度来说，基本思路是紧扣小说基本
规律和选文本身特色：要研究、总结在基本（常规）题型上
学生的学情，具体的失分原因。

同时，题型的训练要全面，并结合灵活的审题训练，
不要一味“套路化”。不要从心态上追求“套路”，就不会
害怕所谓的“反套路”。这就需要老师精研高考题，精选
训练的文和题，夯实关于小说三要素和小说创作的基本
知识，以不变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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