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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寓言故事类材料作文比一般的材料作文更有难度，更能考查学生的思维品质和

语文素养。 写作时，需要学生在审题立意时发散思维、整体把握；需要学生在谋篇布局时逐层
品读、瞻前顾后。 培养思维品质，树立规范意识，是寓言故事类材料作文写作指导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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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文是近年来各省市语文高考中最常见

的写作考查形式。 何为材料作文？ “ 百度百科”

痒，缺乏深度……其实，种种问题的出现，归根结
底大都与学生的思维品质和行文规范有关系。 如

的解释基本可以采纳：“ 材料作文，是根据所给材

何解决呢？ 下面我们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举例说

料和要求来写文章的一种作文形式。 材料作文的

明，供语文教师参考。

特点是要求考生依据材料来立意、构思，材料所反

一、审题立意

映的中心就是文章中心的来源，不能脱离材料所
揭示的中心来写作。” 材料有记叙性材料、引语式
材料和图画式材料等，不同类型的材料作文立意
谋篇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寓言故事类材料是记叙性材料的最常见形
式，也是各级各类考试中常见的写作类型。 所谓

“ 寓言” ，《 辞海》 解释为：“ 文学作品的一种体裁，
是带有劝喻或讽刺的故事。 结构大多简短，主人
公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生物或非生物。 主题都是
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寓较深
的道理于简单的故事之中。” ［１］ 可见，读懂寓言需
要一定的阅读理解能力，而写好寓言故事类材料
作文则更是学生思维品质和语文素养的综合呈
现。 尽管教师在作文教学中大都会进行审题立意
方面的指导，但许多学生面对寓言故事类材料作
文，还是常常不知如何准确解读，如何恰当行文。
有的角度单一，人云亦云，没有新意；有的断章取
义，理解片面，立意错误；有的论述肤浅，隔靴搔

１ 思维发散，避免角度单一

寓言故事类材料作文因为“ 寓言” 的特点，常

常具有隐喻性和哲理性。 其实，除此之外，它还有
一个更重要的特性，即多义性。 所谓多义性，就是
指同一则寓言故事类作文材料，由于不同人看待
事物的角度不同、人生阅历不同，所以见仁见智，
可以出现不同理解，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基于
此，我们认为，面对寓言故事类材料作文进行审题
立意时，可以引导学生发散思维，从不同角度探究
不同 立 意。 一 般 情 况 下， 故 事 中 有 几 个 “ 主 人
公” ，常常就有几个立意的角度，而且在每个角度
下基本上都可以进行肯定和否定两种分析。 以下
举例来说明：
人有卖骏马者，比二旦立市，人莫如之。 往见
伯乐曰：“ 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二旦立于市，人莫
与言。 愿子还而视之，去而顾之， 臣愿献一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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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 伯乐乃还而视之，去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
倍。 （ 选自《 战国策·燕策》 ）

这个故事中有三个“ 主人公” ：卖马人、买马

人和伯乐。 从卖马人的角度立意，可以赞美他不
一味地等，而知道变通、善于揣摩别人心理，利用
名人效应以实现自我的做法，也可以批评他利用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头鸟” “ 高处不胜寒” 来立意，这也是片面立意，因
为忘记了“ 野花玫瑰” 依然是“ 野花” ，而不是真玫
瑰。 实际写作中更有甚者，有人由“ 连根拔起” 而
讥讽“ 玫瑰们” 都是弱不禁风之人；有人由“ 紧贴
地面” 而赞美 “ 众野花” 不戚戚于贫贱的隐士风
采、平民追求，这是较为严重的误解。 解决此类问

人们迷信名人的心理，胜之不武。 从买马人的角

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整体把握，即沉静下来认真

度立意，可以肯定他“ 善假于物” 以达成意愿的做

把材料读完，品读材料的每一层意思，完整把握每

法，也可以否定他事前不做准备、迷信名人、完全
受制于人的行为。 从伯乐的角度立意，可以表扬

个“ 主人公” 的整体表现，然后“ 由果索因” ，得出
准确而深刻的立意。 请看一则材料：

他利用自己的威望显扬人才成人之美的做法，也

安泰是众所公认的英雄，所向无敌，地神盖娅

可以 批 判 他 汲 汲 于 金 钱、 不 做 调 查 听 人 摆 布 的

是他的母亲。 安泰在格斗时，只要身不离地，便可

行为。

源源不断地从大地母亲的身上汲取力量，因而能

花园里有一棵娇小玲珑的野花，有一天，她发

够击败任何强大的对手。 不幸的是，安泰克敌制

现了一株雍容挺拔的玫瑰，叹息说：“ 造物主为何

胜的秘密被一个叫赫拉克勒斯的对手发现了，于

让我如此渺小，只能紧贴着地面生长，不能像玫瑰

是安泰被弄到空中扼死了。
我们运用“ 由果索因” 的方法，分别从三个主

那样耀眼！”
造物主答应了这一棵野花的请求，把她变成

人公的角度探究材料的不同立意。 一是从安泰的

了盛开的玫瑰，这一棵野花玫瑰高傲地伫立在众

角度来审视：造成悲剧的原因是安泰被对手弄到

花之中。
午后，狂风和暴雨突然袭来，她被连根拔起，
而紧贴地面踏实生活的野花安然存活。
这则“ 野花变玫瑰” 寓言故事，有“ 野花玫瑰”

和“ 众野花” 两个“ 主人公” 。 先说“ 野花玫瑰” ，
肯定之，可赞美其不屈服于命运的平凡而顽强追
求人生辉煌的奋斗精神；否定之，可批评其无视自
身价值，误解了生命意义而一味艳羡别人的虚荣
心理。 再谈“ 众野花” ，肯定之，可赞美其甘于平
凡却不自轻自贱 “ 踏实生 活” 的 人 生 态 度； 否 定

了空中，离开了大地，以致再也无法从其母亲———
地神盖娅身上汲取力量，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变得不堪一击。 由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
识：（１） 人不可无根无源，个人再伟大，其力量也
是有限的。 可以联想到个人与集体、政党与人民
之间的关系等。 （ ２） 人不可过于依赖外物，有所
恃的“ 无敌” 不是真正的无敌，应该有真正属于自

己的本领，要自立自强。 （ ３） 伟大之人也不完美，
也有不足和短处，每个人都应该扬长补短。 二是
从母亲盖娅的角度来审视：儿子被人扼死，对于母

之，可批评其屈从命运的安排，不思进取的保守思

亲来说是个悲剧，而这一悲剧的产生，作为母亲的

想。 寓言中，野花即人，野花的故事即人世的写

地神也难辞其咎。 她始终将他揽在怀里，却没教

照。 如此，思路开阔了，立意的角度也就丰富了。

给他自立自强的能力，以致一旦离开自己的怀抱，

２ 整体把握，避免立意片面
古人云“ 意在笔先” 。

［２］

他便无力面对困难与挑战。 可以联想家庭教育和

写文章立意最重要，

学校教育的问题。 三是从赫拉克勒斯的角度来审

而断章取义是立意错误的根源所在。 不少学生没

视：能够战胜所向无敌的安泰，完全得益于他的细

有良好的读题习惯，常常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看

致观察。 直接角力，自己不是安泰的对手，但他通

到材料中感兴趣的某一个词语或一句话，便不再

过细致的观察，发现了安泰的秘密，了解了安泰的

整体把握，仓促成文，以致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致命缺陷，不仅避免了重蹈别人的覆辙，而且战胜

以寓言故事“ 野花变玫瑰” 为例分析，如果只看到

了无敌的英雄。 可见，细致观察，知己知彼，百战

“ 野花” 变成了“ 玫瑰” ，就大谈“ 追求” 的重要，这
是片面立意，因为没有关注到野花玫瑰的结局；如
果只看到“ 连根拔起” “ 紧贴地面” ，就以“ 枪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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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殆。

３ 逐层品读，避免认识肤浅

写作寓言故事类材料作文，不少学生常常苦

程祖进，李淑萍：中学语文寓言故事类材料作文写作探析

恼文章立论浅显，论述简单，没有深度，没有层次。

找到了核心意思，选择一个角度，以精练的语

有没有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可以依照故事情节

言明确表达自己的认识并“ 倒装” 在文章的开篇，

的发展变化，抓住关键词句逐层品读。

即为开宗明义。 接下来，按“ 顺序” 把我们所做的

还是以 “ 野 花 变 玫 瑰” 材 料 为 例 来 做 分 析。

品读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逐一展现，就是层层深

这个寓言故事，我们有意按照情节发展将其分成

入的论证。 可见，写出一篇立意准确、论述深刻的

了三个段落，目的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养成层次意

材料作文并不太难。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接下便

识，更好地掌握逐层品读的方法。

是如何谋篇布局了。

我们简化一下，下面只从“ 野花玫瑰” 的角度

来分析。 第一层，“ 花园” “ 娇小玲珑” “ 发现” “ 雍
容挺拔” “ 叹息” “ 渺小” “ 紧贴地面” “ 耀眼” 等词
语很耐品味。 如果肯定她，我们可以赞美她不满

二、谋篇布局
１ 写好开篇———概述材料，亮明观点
写作材料作文，不少学生常常在文章的开篇

现状见贤思齐的上进思想。 尽管她“ 娇小玲珑” ，

照抄材料，这是不好的做法。 如果材料简短，照抄

（ 众野花） 那样满足于“ 只能紧贴着地面生长” 的

作时开篇照抄材料是不可以的。 这类材料，通常

是花 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分 子， 但 她 不 像 其 他 同 伴
“ 渺小” ，而是“ 发现” 了玫瑰的“ 雍容挺拔” ，并羡
慕（ 不是妒恨） 她的“ 耀眼” 美丽。 “ 野花玫瑰” 的

也许无伤大雅，但对于寓言故事类的作文材料，写
内容相对复杂，“ 主人公” 相对众多，而我们写作
时不是面面俱到，只是选择其中一个角度立意谋

这种追求值得赞美。 如果否定她，我们可以批评

篇，写成观点鲜明、立意深刻、论证层层深入的文

她妄自菲薄、徒慕虚荣的可悲心理。

章。 如果照抄材料，立意的角度将会变得模糊，文

故事发展到了第二层，我们应该关注“ 答应”

“ 高傲” 等词语。 继续肯定，我们可以说只要不懈

章的观点将不够鲜明。 其实，大多数材料作文都
是不可照抄材料的。 会不会依据自己选择的立意

奋斗，梦想可以成真，一切皆有可能，丑小鸭逆袭

角度巧妙地概述材料亮明观点，也是衡量写作者

成功变为白天鹅的事例不胜枚举。 继续否定，我

写作水平高下的一个尺度。 我们选择一个角度提

们可以讲，她得意忘形，忘记了自己的本质，“ 高

炼立意，是建立在对材料整体把握的基础上的，而

傲地伫立在众花之中” 。 这种骄傲要不得，无论

怎样她都不是玫瑰，最多只是变异了的“ 玫瑰” ，
保持谦卑之心，认识自己与真玫瑰的差距，把根扎
深扎牢才是当务之急。
以上的分析都可写进文章，不过都不能作为

且要能鲜明呈现写作者对材料的深刻认识。 请看
一篇处理较好的关于“ 野花变玫瑰” 的考场作文
“ 择生？ 择死？” 的开头部分：

该如何评价这棵以生命来换取半日“ 耀眼”

的野花玫瑰呢？

文章的立意，因为这些都是局部理解获得的认识。

她很高贵吗？ 同伴们甘于默默无闻，而她不

要想做到立意准确、深刻，还必须品读第三层文

满现状，竭力成为一朵雍容挺拔的玫瑰。 虽付出

字，并“ 回头” 点亮整篇材料。

了生命的代价，但她这种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是

第三层中，“ 午后” “ 连根拔起” “ 紧贴地面踏

实生活” “ 安 然 存 活” 等 词 语 十 分 重 要。 继 续 肯
定，可以得出结论，生命的意义不在其长短，而在
其是否精彩，默默无闻地长久活着不如轰轰烈烈
地生活过。 继续否定，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野花
玫瑰” 其实是不知生之价值和死之意义的，以宝

不是使得她的同伴们汗颜，值得我们敬佩呢？
我不这样认为。 在我看来，她是一个至死都
不懂得生之价值和死之意义的“ 可怜者” 。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文章的开篇最好简短精

悍，古人喻之为“ 凤头” ，极为形象精当。 前面关
于“ 卖马” 的材料作文，有一位学生从“ 卖马人” 的

贵的生命换取半日的虚荣是不值得的。 分析至

角度立意，开篇就写得相当不错：“ 让我们为卖马

此，我们可以概括材料的核心意思，即命题者意在

人拍手叫好！ 这是一个懂得变通的人。 变通，助

引导学生思考“ 生存与生活” “ 生之价值与死之意
义” “ 卑贱与高贵” 等人生命题。 所有的人生命题
都没有唯一的答案，见仁见智，能自证其说即可。

人收获成功。” 也许有人会说，好多事情没交代清
楚啊。 其实，开篇不必和盘托出，只要概述材料亮
明了观点，留有悬念引发读者思考，岂不更好？

１７３

第 ３５ 卷

《 现代基础教育研究》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Ｂａｓ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 做好承接———分析观点与材料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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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古今中外相融合、不同领域相综合。 二是忘记

在文章开篇亮明观点之后，接下来即为承接

所给材料，越写越偏离材料的主旨。 其实解决这

开篇分析观点与材料之关系的内容，即回答读者

个问题有个简单的办法，那就是展开论证时不忘

“ 你怎么能得出这种观点” 的疑问。 这一段的分

勾连材料。 所谓勾连材料，不是一次次地重复概

析越细致充分，后文展开论述时就越全面、清晰、

述材料，而是在文中时不时地闪现材料中的关键

有深度。 古人说，纲举目张，这部分内容就是文章

词语，因为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比喻义或象征

的“ 纲” ，它是后文展开论述的纲领。 遗憾的是，

义。 三是不可停留在仅仅采用并列结构分析论证

不少教师和学生没有这个认识，常常是开篇提出

的层面上。 材料作文不同于命题作文或话题作

观点，接 下 便 抛 开 原 材 料， 联 系 现 实 展 开 论 证。

文，并列结构的形式难以把论证引向深入，也很难

“ 择生？ 择死？” 一文就处理得很好。

避免不偏题。 好的作文，应该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这株野花羡慕玫瑰，不是羡慕玫瑰芳香怡人

的本质，而是羡慕玫瑰雍容挺拔的外表；不是见贤

体现出写作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综
合应用并列、对照、层进、总分等多种结构形式。

思齐追求生命价值，而是以一颗爱慕虚荣的心梦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表达都要遵循一些

想“ 高傲地伫立在众花之中” 的机会。 美梦虽已

基本的约定俗成的范式，让人看懂并接受自己所

成真，但她终究不是真正的玫瑰，忘乎所以后还是

要表达的观点是表达者的第一追求。 作文，是学

在狂风暴雨中被“ 连根拔起” 。 这样可悲的结局

生思维品质和语文素养的综合呈现。 作文教学，

在所难免。 择生还是择死？ 她的抉择似乎没有任

教师教授一些审题立意和谋篇布局的方法，从而

何意义可言。

使学生其树立规范意识，能够合理表达，与他人顺

３ 展开论证———力争避免出现三种问题

畅沟通。

展开论证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不少学生

写作时会普遍出现三种问题：一是论述角度单一，
常常津津乐道自己感兴趣的一类事例或话题，以
致缺乏说服力。 展开论证时要力争事实理论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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