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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动作”，提升读者意识
■ 肖连珠

【摘   要】面对写作教学中教师的指导侧重在“写什么”“怎么写”、学生写作习

惯于自说自话而缺乏读者意识的现状，教师应努力将课标要求转化为教学内容与教

学策略，通过设计具体的写作情境与不同层级的写作任务，强化并提升学生凡写必

思考“写给谁看”的意识，从而提高其表达质量、交流效果。

【关键词】作文教学  情境创设  层级任务  读者意识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明

确指出 ：写作要“根据具体的语言情境和不同

的对象，运用口头和书面语言文明得体地进行

交流和沟通”。这意味着新课标已将培养学生的

读者意识纳入写作教学实践中，并成为写作教

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也是对以往写作教学在

“写什么”和“怎么写”上着力而忽视“为谁而

写”意识培养的一种反拨。笔者在对学生的读

者意识培养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了一种

分解动作、层级发展的训练模式，即每个层级

的训练坚持在创设的具体情境中，让学生逐级

完成从直面显性读者到观照隐在读者的具体任

务，以“慢动作”方式前行，最终养成凡写必

思考“写给谁看”的自觉意识。现就笔者的教

学实践简述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第一层级任务 ：示现呼告，强化读者

的在场感

为了让习惯自说自话的学生能关注到读者

的存在，第一层级的任务就是改变写作时封闭

的单向信息输出方式，要求学生在行文必要处

示现呼告，将实际在场或拟想的读者当作现实

存在的、好像就在眼前的人而发出呼唤。既为

情感表达，也为提示作者不忘“读者”的在场，

以强化对读者的观照。针对书信体、演讲类文章，

或访谈、辩论等活动，都有显在的言语互动行

为的交流对象的情况，可以创设具体的写作情

境，以促使学生直截了当地站在读者的角度按

任务进行写作。比如 ：

在某招聘类电视节目中，某名校张博士问 ：

我应该找什么工作跟我学习的经历更贴近？评

委直言 ：名校生首先要有胸怀天下、改造国家

的愿望，不能先问该找什么工作，你愧对学校

多年来对你的教育。此番交锋，观众哗然。

请你代张博士作一个简短评论，以回应评

委与观众。

要求 ：①使用礼貌用语，文明得体表达 ；

②必要处呼告听众 ；③观点明确，有条理。

这一层级任务要求学生在模拟的具体表达

情境中，完成呼告对象的“规定动作”，其难点

在于如何在“必要处”示现呼告。教学时，笔

者首先让学生重温名篇《最后一次讲演》，演讲

面对的既有大批民主人士与进步青年，又有国

民党特务，闻一多频繁用不同的称谓呼告听众，

用“你”“你们”直面特务，用“他们”面对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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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揭露敌人，用“我们”向民主人士与进步青

年发出号召。所以，70 年后再读仍现场感十足。

面对评委与观众这两个不同对象的讲话也同样

要明确区分并根据表达的需要准确地称谓呼告

对象。如 “感谢评委老师您的意见，但观众朋友，

我认为家国本一体，评委老师他的期待与我的

追求并不矛盾……”。

再就是引导学生在讲话过程中，合理示现

对听 / 观众的呼告提醒。比如开头可以用“唤起

注意的称呼”表达对听 / 观众的问候，中间用“请

注意，我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所学与

专长……”“这也吻合评委老师的期待和国家的

需要，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吗？”等语句关照听 /

观众，激起共鸣，讲话结束不忘致谢语等。

第一层级看似表层，但通过使用人称呼告和

互动提醒，可以强化虚拟读者的在场感，让学生

心中时时有个“他”，以培养学生的读者意识。

二、第二层级任务 ：分类“定义”，为特定

的对象选择合适的话题

所谓分类“定义”就是对读者进行精细分析，

预判读者在年龄、身份、知识层次、心理状态

等方面的不同特征来确定言说内容，使所选择

的话题能尽量贴近对方的生活状态。“定义”是

起点， “作者在进行某篇文章的写作时预先进行

读者的角色定位是有必要的”，可以“预判不同

读者的差异，以此来确定写作重点”［1］。日本和

美国采取的方法是“一题多做”，即用同一写作

材料针对不同的读者进行写作。借鉴这种方法，

我设计了区别明显的三个言说对象语境，来训

练学生精细“定义”读者对象，有针对性地表达。

比如 ：

校高中部学生会准备利用每周三的大课间，

在教学楼前开展“艺术才华展示”活动。请你 ：

（1）向校长写信阐述开展该项活动的理由 ；（2）

向高二（8）班文娱委员发出特别邀请，组织同

学参加 ；（3）向初中部学生会主席发邀请，观

摩这项活动。

这一情境中的读者对象、写作目标指向明

确，要完成写作任务，关键在于要学会针对不

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主题。首先，笔者帮助

学生分析具体读者的具体情况，如分析读者与

自己的社会关系、对话题的了解程度、所持态

度以及文化水平等［2］。其次，“名篇示范”，让

学生在阅读中汲取完成任务的技巧。如课文《触

龙说赵太后》，触龙之所以能成功说服赵太后让

儿子“质于齐”，宋朝真德秀在其编撰的《文章

正宗》卷六中对此事的评价是 ：触詟谅毅，皆

以从容纳说而取成功，与夫强谏于廷，怒骂于上，

发上冲冠，自恃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也就

是说触龙的成功缘于他不像其他大臣那样要求

“赵太后”（公众形象）以天下安危为己任，而

是选择了作为“人母”所关切的话题—— 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步步为营而终至成功。这种准

确“定义”角色选择恰当话题的方式，其效果

显然更佳。

基于对名篇的学习，要完成上述情景的写

作任务，需要引导学生在写前初步对三个对象

思考的内容和思维方式进行分类“定义”，预设

能激起共鸣的不同话题，以此来确定文章重点

介绍什么内容、谈论什么问题。比如，初中生

可能更关注活动尽兴本身，思维感性、线性 ；

高中生可能更重视活动的效果与影响、情怀与

意义，思维更多元 ；校长可能更关心演出作品

的思想性问题、顾虑演出过程的安全隐患、演

出前后可能产生的对学业的影响，思维理性且

成熟。只有推心置腹、将心比心地论述，才能

化解读者的抵触情绪和存疑心理，使建议为对

方所接受。实践证明 ：由于是在有明确的读者

和目标指向下的情境写作，并对读者的思考内

容及思维方式进行了比较精细的“定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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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习作内容重点突出而有针对性，达到了预期

的训练效果。

这种方法对于以群体为言说对象的文章也

具有同样的效力，“虽然受众个体间存在千差万

别，但却都生活在特定社会阶层中……而处于

同一社会类型的个体会对传播信息作出大体一

致的反应”［3］。也就是说，即便是群体对象也仍

能于“群”中“定义”出类似某个具体个人的

共性，来确定言说重点。

三、第三层级任务 ：入情入理，选择适当

的表达方式

我们知道“盲人乞讨”的故事，“我什么

也看不见”的表达很朴实但一时难以让人产生

共鸣，而诗人让·比浩勒则针对施舍者采用了

“春天来了，可是我看不到”的表达，可感的

春天场景和诗意表达瞬间唤醒了人们的悲悯之

心。可见针对不同的对象区别采用不同的表达

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为文者应该根据不同的

读者而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选用不同的语言

文字” ［4］。《我有一个梦想》中，马丁·路德·金

熟知黑人兄弟身份和学识特征，在演讲时选择

将他们曾经的沉重苦难和未来美丽的梦想转化

为具体可感的画面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中，蔡元培先生面对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的北

大学子们，则采用典雅的书面语言来表达问题

和期望。两位先生的演说至今震撼人心，除了

内容恰当、情感真挚外，也得力于能够根据演

说对象的学养选择其能接受的语体风格，体现

了结合对方的知识水平表达的量力性。而龙应

台在《亲爱的安德烈》一书中，针对安德烈独

立自由意识强和彼此的关系，选择了亦母亦友

商讨式话语方式，体现了根据对方的认识水平

注意言语表达的针对性。这些成功的范例说明

这样一个道理 ：要达到表达的最佳效果，应注

意对方的知识水平与言语表达的量力性，对方

的思想水平与言语表达的针对性，对方的处境

心情与言语表达的灵活性。［5］ 教学中，我设计

了以下情境训练 ：

某次马拉松比赛，中国选手小何和一名非

洲选手争夺冠军。在冲刺阶段，因主办方强调“递

国旗”是对选手的一种“礼遇”，有志愿者就在

赛道中央，将国旗塞给小何。不久，被雨水浸

湿的国旗从小何手上滑落。最终小何以五秒之

差屈居亚军。网友对此议论纷纷，有网友认为

小何丢掉国旗的行为是不爱国的表现。

对此，你怎么看？请分别给小何、志愿者

或网友写一封信，阐述你的看法。

上述情境设置了三个不同的读者对象，身

份不同、行为意图不同、对“爱国”的理解角

度不一，而且他们身处事件旋涡的“处境心情”

也各异，因此，在做到量力性与针对性的同时，

更应注意“表达的灵活性”，选择合适的语言和

语气。如以同理心分析小何为国拼搏的炽热与

遭黑的无奈，指出带着国旗跑到最后固然可嘉，

但没有身披国旗冲向终点也不应该成为质疑的

焦点，应措辞勉慰、语气和缓；针对网友挥舞“道

德”大棒指摘别人的“低级红高级黑”的行为，

请他遵循公共说理的表达底线和边界，避免简

单化和情绪化，选择劝诫措辞商量语气 ；指出

志愿者给马拉松选手强行递国旗是对“爱国”

的误解，但不把话说到极端，不走极端化路线，

选择赞赏爱国思想话语策略和委婉批评形式主

义绑架爱国主义倾向的语气。只有针对不同对

象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使对方接受

的交流效果，并使之在认同中受到教益。

四、第四层级任务 ：拟想“期待”，求得作

者主见与读者诉求的契合

教师创设的情景是特殊的，但学生大多面

对的是既无明确交流场景、也无具体对象的写

作，怎样才能使学生此时也不忘读者呢？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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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者开发了“RAFT”写作模式，它以 R 写作

者的角色定位（作者是谁？）、A 读者（文章是

写给谁看的？）、F 方式（你是采用什么方式来

进行写作的？）、T 主题（写作的主题是什么？）

为关键要素，并以此为抓手来训练学生能以特

定的作者角色、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向特定的

读者传递自己的观点与情感［6］ ，笔者将此模式

借鉴于教学实践中，从写作者要表现的“主题”

入手，指导学生“三步”走进读者“期待”。例如：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提高，

全球掀起了一股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

始学习汉语。目前世界上已有近 70 个国家将汉

语教学列入国民教育体系，国外学习汉语的人

数已经超过 1 亿。你怎样看待“汉语热”？

对于这个话题，笔者首先引导学生思考所

占有的材料，透彻了解自己所阐述的问题，确

定写作方向，毕竟“写作者进行写作，首先是

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 ( 如话语欲望、改变现实的

欲望等 )”［7］。其次，保持写作者在写作中的主

体意识不因迎合或讨好读者而丧失其独立性， 因

为越是私人的东西通常越具有普遍意义。如《陈

情表》《出师表》等，虽然初始的“真性读者”

是唯一的，但因为表达的是作者真实而独立的

思想，最终契合了众多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而

拥有了广泛的“实性读者”。然后再思考这个主

题适合“写给谁看”，英国学者 Britton 及其同事

针对学生的写作功能的研究，认为强调作者在

与一个熟悉的读者交流的表达性写作最具清晰

的“读者意识”［8］。这一结论可以借鉴、运用

于我们的写作训练中，为把“汉语热”这个问

题说得透彻、合理，首先让学生准确定位自己，

再将隐在读者定位为熟悉的同龄人，并针对其

可能存在的认知不清、认知不深、认知相左的

问题，努力在读者的阅读需要与自己的表达需

要之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比如，可以拟想对“汉

语热”认知不清的读者，他们可能认为“汉语热”

只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是外商与中国商贸往

来的手段。对此，我们可以在“适切”读者需

要的基础上，阐述“己见”：中国已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增强，“经济热”必然带

来“汉语热”；但汉语言的交流与学习，更体现

了各国与我们加强联系、增进理解互信的愿望，

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走进人心的

现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读者意识的培养是一

个螺旋发展的长期过程，四个 “慢动作”的训练

并不是简单的线性排列而是相互交叉、彼此渗

透的，意在在任务相对明确的基础上，逐渐引

领学生养成自觉的读者意识。或许，在潜移默

化中还能让学生学会理解和关心他人，促进其

心智的成熟与良好品质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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