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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探究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学生   李晓红

 指导教师               任明华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影视作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优秀影视作品对中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深入，而且，不少名著也被搬上荧屏，这势必影响着初中语文教学的方式和手
段，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也就成为了一种必要补充。本文试从影视艺术
的特点与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的可能性、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实
施及其意义、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旨
在探究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的可能行与可行性，以促进影视作品在初中语
文教学中应用的推广。
关键词：影视作品  可能性  初中语文教学  可行性

The applic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Student majoring in Drama,film and television literature   Li xiaohong
Tutor             Ren  Minghu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industry,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eople's life, 
affecting all aspects of people's life, a goo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more and more widely 
and deeply influence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a lot of classics were onto the screen, 
this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ways and means,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the applicat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has 
become a necessary supplement. This article trie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and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he possibility of application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of talk about personal point of 
view. Aim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application.
Key words: th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the possibility and feasibility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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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影视作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视作品对中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

越深入，它不仅影响着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而且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行成与确立。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影视资源提高初中

阶段语文教学的效率就成为新时代教育教学的一个新课题。

从当前中学语文的教材来看，课文多选自国内外的名著名篇，其中不少篇目被改编

成了影视作品，这自然为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根据《新课标》

开发利用课程资源的要求，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影视资源这一重要的教学资源为语文教

学服务，以开拓视野。[1]而实践也证明，影视作品在语文课堂中的应用可以活跃课堂气

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快地融入教学情景，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涵，从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早在70年前，鲁迅先生就提出用活的电影来教学生的观点。心理学

研究成果表明，人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其中83%来自视觉，11%来自听觉。有调查显示，同

样的教学内容，采用传统口授的方法，只让学生听，3小时后，能记住60%；只让学生看，3

小时后，能记住70%；视听并用，3小时后，能记住90%。3天后，3种方法的记忆率分别为15

%，40%，75%。[2]所以，影视作品在初中阶段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影视作品可以为初中语文教学服务。

对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试从影视艺术的特点及其在初中语文教

学中应用的可能性、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实施及其意义、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

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旨在探究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

中应用的可能行与可行性，以促进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推广。

一、影视艺术的特点与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的可能性

（一）影视艺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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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说过：“你应该牢牢记住，对我们来说，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便是电

影”。[3]影视是包括电影、电视以及电视电影等在内的影像艺术的表达对象，在已影视已

成为现代艺术的最新综合形态。现代背景中的影视艺术，是全方位、多样化的媒介形式

和艺术样式，综合性是影视艺术重要特性。影视艺术吸收、融合了传统艺术中绘画、雕塑

、建筑、音乐、文学、戏剧等多种门类的不同元素于一身，形成自身的全新属性。影视作

品同时诉诸人的视觉与听觉，具有强大的表现力。[3]

影视艺术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生动性。影视作品通过精巧的构思和引人入胜的故事

情节，通过有声的画面给观众以全方位的感官刺激。同时，影视作品来源于生活又高于

生活，是对生活中最有意义的事件的提炼与升华，具有生动形象的特点。画面上的诸多

表意元素调动了观众的感性思维能力，给观众以直观生动的感染力。影视作为一种教育

资源，具有鲜明是时代性。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其所承载的功能受到特定的历

史条件、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以及社会需要的制约。在中国，影视也具备政治教化的功能

。因而，影视作品都带有时代特色，是时代的产物。当下的影视作品不但融合了诸多的文

学因素和艺术因素，而且结合了先进的电脑合成技术，具有完美的画面音响效果，十分

引人入胜。正因如此，影视作品能够吸引学生，激发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审

美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考能力以及写作能力，从而使语文综合教学活动最大限

度的开展。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强大优势也就适应了《新课标》对中学语文

教学目标的新要求。

（二）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的可能性

影视作品对文学作品的诠释可谓是绘声绘色，直观形象呼之欲出。它能让人达到如

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美妙境界。而优秀的影视作品寓教于乐、以情动人，总能

使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使人的心灵受到真、善、美的陶冶和净化，激发人的斗志，

给人以激励。它能够使空洞的说教、乏味的常理、机械的评说变成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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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初中语文的教材来看，课文多选自国内外的名著名篇，其中不少篇目被改编

成了影视作品，如：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和《丑小鸭》，乐府诗《木兰诗》，笛福的《荒岛

余生》，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罗贯中的《杨修之死》，曹雪芹的《香菱学诗》，施耐庵

的《智取生辰纲》，吴敬梓的《范进中举》，鲁迅的《孔乙己》等，这些影视作品可以直接应

用于中学语文课堂，这自然为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的方便，可

以直观地将课文内容展现给学生。影视作品也是学生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很容易引

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从中获得大量的内容知识也就更可行和有效。根据《新课标》开发

利用课程资源的要求，语文教师应充分利用影视资源这一重要的教学资源为语文教学服

务，以开拓视野。而实践也证明，影视作品在语文课堂中的应用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快地融入教学情景，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涵。

影视作品引入中学语文教学，符合中学生的学习心理规律。认知心理学认为，个体

的学习不是简单的由外部刺激就可以产生的。它是个体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态度等

以及原有的知识、经验、认知结构，主动地对外界的信息进行选择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条件反射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联结力量而巩固下来的，而必须由于同化图式的

形成而巩固下来，才得到巩固。即是说，当达到的结果能满足同化作用中固有的需要时，

这种条件反射才获得巩固。” 

[4]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影视作品，一方面给学生以鲜明的刺激，化静为动，化难为易，化文

字描述为形象生动的表演，绘声绘色，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的

积极探究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又可以借助影视的生动形象的画面语言强化学生的印象

，理解和巩固课堂所讲授的知识。

二、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其意义

（一）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影视作品既能看到又能听到，能给学生带来良好的视觉效果和音响效果，刺激着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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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神经和听觉神经，给学生带来强烈的心灵冲击。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媒

体通论<人体的延伸>》一书中也曾说过：“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他给教育多方面的影响。”

把合适的影视资源引入语文教学，使之为语文教学服务，让无声的文字有了抑扬顿挫，

让枯燥的描述成为立体影音。这样，语文课堂就有了活力，有了生机，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语文的学习兴趣。正如我国古代的大教育家孔子所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 语文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个十分钟要的环节。

首先，导入新课时，我们可以利用影视作品来诱发学生产生共鸣，进而创设教学情

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正处于知识积累与心理成长期的中学生，对新的事物充满好奇

心和对新知识充满渴求，学生的这些渴求，就要求语文教师要能够创造条件激发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让我们的学生乐学、爱学。在教学中有效运用影视作品，

就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感染学生的情趣，进而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注意力。在《与

朱元思书》（人教版八年级下册第五单元）时，可以在课前播放有关富春江风光的纪录片

，用优美的画面帮助学生感受富春江的自然风光之美，再回到课文，体会文字所描绘的

独特风光。逼真生动的环境，直观形象的画面，对学生进行视觉上的刺激营造出生动活

泼的教学环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境中，学生的情感极易受到影响和感染，高

度集中的注意力会让学生学习效率不断提升。

其次，文本赏析过程中，应该结合相关影视情节重现课文画面，能够轻易突破重点

难点。在文本教学过程中巧妙地利用电影、电视资源充实教学内容，通过直观影视形象

给予学生身临其境的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把握教材内容，理解作品的思想内涵，

从而对突破教材重、难点知识点提供有效而且有益的帮助。例如，在教授《孔乙己》（人教

版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五课）时，在分析孔乙己的人物特征时，可以播放影视作品中

相应的片段，通过对孔乙己的语言、动作、面部特征，来分析孔乙己的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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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总结课堂知识时，若能结合影视作品，就能够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实现

对于学生思想的引导。总结课堂学习内容阶段，如果能恰如其分地运用相关影视作品，

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情境，配合教师讲解的内容，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能够再次唤起学

生的情感体验，加深学生对认知内容的印象，进而在思想上给予其深刻的启迪。在教授

林海音的《爸爸的花儿落了》（人教版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第二课），可以借助在电影《城

南旧事》中出现歌曲《送别》的片段，引导学生理解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之路。

（二）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意义
伴随现代科技而来的全球经济的一体化, 必然导致全球文化的一体化, 

这也必然引发我们对教育教学体制方法的重新审视。为此, 

我国重新审定了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明确指出:高中语文课程应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 

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为终身学习和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 课程标准对人文性予以高度重视, 

并在课程目标中得以很好的体现。比如, “ 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社会主义道德品质, 

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 ,“ 
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 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 尊重多样文化, 

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 , 在阅读中“ 受到高尚情操与趣味的熏陶”“ 
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在教学中引入影视作品应该说可以在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和高尚情操上起到很大作用。影视作品的

优点在于能够用其生动具体的形象表现社会生活的面貌、本质，并且能够集中多种媒介

的优点，让我们的语文课堂声图兼具、视听兼备，从而产生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深受学生

喜爱。

1.优秀影视作品的应用可以激起学生探究文本的阅读兴趣

中学语文课本中的不少文章来自中外著名文学作品，尤其小说和戏剧，都有着厚重

的历史文化内涵，但由于距离现代社会久远，很难让今天的中学生产生阅读兴趣。而由

中外著名文学作品拍摄的影视作品，则形象生动，学生可以通过生动的形象在很短的时

间内让学生清晰地把握作品的深刻内涵；而且这种形象直观的表现形式也正好迎合了整

天忙于紧张学习的中学生的心理需求，他们可以比较轻松地获取知识。同时，影视作品

的热播也加快了知识的传播，能更集中地展示原著文本的魅力。这些影视作品往往能给

学生不少启发，激发他们去探寻原著的兴趣，使他们获得阅读的动力。如电视剧《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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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的热播，就能有效激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学生往往会从影

视作品中某个角度入手，去深究作品的内涵意蕴，会为影视剧中某个细节去原著上查找

印证。如果没有影视作品的激发，面对一个大部头的作品，学生往往会产生畏难情绪。而

一旦真正进入了阅读，学生会深深感受到原著的无穷魅力，从而也有助于其培养良好的

阅读习惯。

2.影视作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

欣赏影视作品有利于形成现代中学生的许多能力，如形象思维能力、语言表述能力

、想象联想能力、鉴赏评价能力等。现在许多翻新的影视作品，大都跳出了传统价值观念

束缚，用现代的观念诠释传统故事，这样的作品对于现代中学生更具有吸引力，更能够

吸引他们积极思考。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照原著，探究这些新的解释究竟有没有立足于

原著，改编者的解释是不是合理。这样既可以促使学生阅读原著的兴趣，又能够让学生

经过一番思考和交流后努力得出自己的判断。这种新的学习方式既有利于我们的学生养

成独立思考习惯，又能有效拓展学生判断思维的能力。同时，在交流过程中，同学们对于

优秀的影视作品分析与交流可以更好地提高表达能力，特别其中的经典场面的刻画与经

典台词表达，必将对学生的语文学习产生更加有益的作用。在欣赏影视作品的过程中，

学生感知形象的能力、鉴赏的能力以及价值观的形成等都会得到明显的提高。

3.优秀的影视作品对于学生形成积极情感、良好品质与审美情趣都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欣赏富有思想性的影视作品，对于培养现代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人道主义

等感情作用不可小视，同时又能够让中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积极的人生态度与正

确的价值观念，还可以提高其文化品位、思想修养和审美情趣。比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中成功地塑造了建国前后一系列老一辈科学家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自强独立而艰苦奋斗

的群体形象。学生看了这部作品后，既深切认识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的顽

强作风，也能够明白今天生活的幸福来之不易，更能够激发中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帮

助他们树立热爱人民，奉献祖国的博大情怀。再如《亮剑》中宣扬了“狭路相逢勇者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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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剑精神，让学生深切体会到了那种不怕一切的勇气和魄力，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壮志与

豪气，从而敢于向学习、向生活挑战，不断追求自我的进步。又如中央电视台新近推出的

《丹韵词音》等富含知识性的影视作品更是以其画面充满诗情画意、色彩明亮绚烂、台词

富含诗化情韵等显著特色，深深吸引着广大中学生。这些作品，不但充满知识性，而且能

够极大地提高当代中学生的文化品位与审美情趣。让广大学生在审美的愉悦中流连忘返

的同时，更能让他们的身心获得了彻底的放松，受到美的熏陶，提升美的追求。

三、影视作品在初中语文教学中应用需注意的问题

（一）应用影视文学作品教学可能存在的问题

1、要慎重合理地选用影视作品。当下，影视行业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新兴的行业，影

视作品在质量上也有待于提高，存在着庸俗低级的影视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对原著解

读的荒谬性以及对于收视率、票房的片面追求而添加了一些迎合观众的、不合适的情

节，这都会给辨别理解能力不高的中学生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一

些消极的影响。低俗粗劣的影视作品毒害了中学生的心灵，影响了中学生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的确立，解读的荒谬性影响了学生对文学作品内涵的正确理解。

2、颠倒教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影视作品只是课堂教学的辅助手段，但在具体的应

用过程中，又往往忽视这样的定性。影视作品能够传达大量的信息，这是影视作品的一

大优势。但是，影视作品相对于原著是一种再创造，不可能完全的忠实于全文，这对学

生准确地理解原文是一种阻碍。反客为主，把“点缀”作为主体，这是当今多媒体教学的

一大误区。所以，认清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影视作品在语文教学中的作

用。

(二) 运用影视作品的原则

1.针对性

针对性是指任课教师在选择有关影视作品时，要根据中学语文课程的目标，并结

合课时、学生实际的学习情况、学生的兴趣、教学内容等，选择适合中学语文教学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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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影视作品。这就要求任课教师课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切不可随便拿一部影视

作品播放给学生看，而是要尽量结合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相关的影视作品，以

适合课堂教学的需要。例如，课文《雷雨》的讲授就可以将导演李少红的话剧作品《雷雨

》应用到课堂上，这样不仅使学生在观摩了影视作品后, 

更快更有效的理解作品的思想及内容,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感受人物的特点与情绪，也

可以让学生感受戏剧这种舞台艺术的美丽，从而提高学生的鉴赏、理解能力。选用的

影视作品应尽可能的选择贴近原著的影视作品, 

真正做到影视补充课堂教学的不足。另外,还应做到科学使用影视作品, 

即合理安排影视作品的播放, 使得影视作品的播出始终处于学生最佳兴趣时, 

成为调控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之一。

  2.实用性

在现代生活中，人们越来越注重事物的实用性。就本文而言，实用性就是指所选

用的影视作品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具体而言，就是能切实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写

作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为学生今后踏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提高所选用

影视作品的实用性，任课教师要熟悉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教学内容要了如指掌，换言

之，任课教师所选用的影片必须适合教学的需要，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

  3.引导、激励、启发性原则

    影视作品大多是忠实于原著, 全面展示作品思想内容。以此作为契机, 引导激发学              

生主动探究的精神, 使学生的学习由“ 点”(课本所选课文的学习)扩展到“ 面”(全 面                                                                            

把握欣赏原著), 提高学生的文学鉴赏水平和文学素养。

 结语

通过对影视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用的探究，我认识到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教育资                                               

源在中学语文课堂中的重要作用。影视作品融合了诸多艺术形式，对于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语文教学的某个环节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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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运用影视作品，必然能给中学语文教学增加新的教学内容，给中学语文教学带来勃勃

生机和活力，必然能对中学语文教学产生良好的影响，提高学生语文课堂学习的效率。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在语文教学中不能以影片替代课本，也不能播放那些严重脱离

基本史实或者曲解原著的影视作品。我们应结合初中语文新课标的基本理念，立足课堂

教学的需要，结合学生认知的特点，本着有利于文本解读、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基本原则，

让优秀的影视作品真正成为语文课堂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语文教学的一种有效的

辅助手段，为语文课堂教学增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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