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念感是每个演员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
质。 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信念感有着很关键的
作用，提到信念感就离不开真实感，信念感是展
现真实感的前提，如果没有信念感，那么真实感
也就消失了。

艺术本身是需要艺术虚构的， 舞台就是一个
虚构的空间，我们通过阅读剧本、分析剧本、分析
人物，包括剧本中的舞台提示与人物内心提示，来
塑造出一个真实和生动的人物，在舞台上
进行展现。演员必须运用信念感这一素质
来完成， 只有我们相信人物的言语动作、
肢体动作、人物性格、规定情境、人物内心
行动和人物的内心潜台词，我们才能在舞
台上塑造出一个内心活动丰富且饱满的
人物。 所以，信念感在演员塑造人物中起
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信念的意思
为“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 信念是
意志行为的基础， 是个体动机目标与其
整体长远目标相互的统一， 没有信念人
们就不会有意志， 更不会有积极主动性
的行为。 信念是一种心理动能，其行为上
的作用在于通过士气激发人们潜在的精
力、体力、智力和其它各种能力，以实现
与基本需求、 欲望和信仰相应的行为志
向。 那么“信”则是诚实、不欺骗，“念”是
思想，意识。 这两个字在表演中充分体现
了表现的精髓， 就是用不欺骗的意识去
塑造人物角色， 最后的呈现才是真诚而
不做作的表演。

信念感也是斯坦尼体系中的术语，
表演技术的诸多表演元素之一。 它指演
员对剧本中所虚构的人物、事物、事件、
规定情境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真诚的相信。 相信
所有虚构的设置是真实正在发生的事情，这就是
信念感。 信念感是产生于演员的内心，演员本身
必须从内心上相信，舞台上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
所有事件与规定情境。 斯坦尼在《演员自我修养
（第二部）》中说过“先在想象生活领域中，在艺术
的虚构中产生真实的信念感，然后再把这些真实
和信念转移到舞台上。 ”

舞台是一个“假定”空间，演员必须具备足够
的信念感，才能让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都变得真实
可信。反之，缺少信念感的表演，首先演员本身会
出戏，同时也会让观众觉得虚假不可信，游离在
角色和剧情之外。 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来谈谈
表演中信念感的建立。

一、通过对生活的观察建立信念感
（一）对生活保持高度的敏锐性
成功塑造一个角色，我认为离不开对生活的

观察和对生活的理解。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

生活，在舞台上我们通过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进
行精细的提炼，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表现手法在舞
台上进行表演。 如果我们能对生活中发生的事
情，时刻保持高度的敏锐性，就可以在塑造角色
时更快的建立基本的信念感。 因为我们了解生
活，或者说剧本里的片段和事件正好在自己身上
发生过，那么就有了直接体验，从内心上更相信
剧本里发生的事件，也可以通过对生活的间接体

验去建立信念感。
（二）细心的观察生活
观察生活在表演中，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阶段，演员在舞台上基本演的
都是“人”。 首先，我们得对生活上的
事情有基本的常识，大部分的戏都是
从实际出发，如果我们连生活中最基
本的常识都没有，那还谈何塑造角色
呢？ 其次，我们要有耐心的去研究人，
理解生活，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要有
想法、有思考，这样当我们去塑造一
些角色的时候， 会更容易从内心出
发， 塑造出的人物一定是饱满的，而
不是在表演人物状态或者人物情绪，
塑造的一个空壳似的人物。

二、通过人物外部造型建立信念感
有时我们塑造的角色， 与我们自

己的反差很大，比如“老人”“残疾人”
“受伤的人”， 在已经掌握了剧本中所
有的东西后，就必须通过外部来展示。
如果在人物造型上做得很准确、精细，
对演员建立信念感有非常大的帮助。

当演员内心有了足够的体验与
信念时，需要借助服装、化妆、道具
包括舞台布景来帮助演员进一步来

完善角色。 有了人物外部造型，我们会进一步
提升信念感与真实感。 有时候外部造型的不完
备，会让人对人物的理解有偏差。 所以，外部造
型对于信念感的建立也是尤为重要的，演员在
人物造型上很随意、粗糙，首先自己都不会相
信自己的角色，那么观众就更不会相信。 作为
演员在舞台上一定要做到“真听、真看、真感
觉”，这是建立信念感的前提，也是演员应该具
备的基本素质。

我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其中，表演艺术又是最接近生活的艺术形式。即
使这样，表演也不完全是生活的再现。在现实生
活中发生的事情，会下意识引起我们思想上、情
感上、行动上的反应。可是，对于演员来说，生活
中看起来自然的事情， 搬上舞台再现却不是那
么容易。所以信念感对于演员来说尤为重要，因
为这是演员塑造人物的前提条件， 也是演员成
功塑造角色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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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是课堂教学的启始环节，也是课
堂教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作为一节
课的开场白———导入，设计得好往往能起
到一般说理不能起到的作用。 如何创设和
谐的教学氛围，有效地构建愉悦的教学情
境，使教学内容深深地触及学生的心灵深
处，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重要手段。 我
们结合教学内容巧妙的导入，对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 激发学生学习的能动性、自
主性，创设和谐的教学情境，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下面结合我多年来的教学经验
提出一些看法：

一、实景导入教学
平时我们教学中的图片、插图，大部

分离学生比较遥远或者比较陌生。 如果偶
尔碰到学生身边的材料，学生会有一种亲
热感，学习积极性会大增。 因而我在教学

“轴对称”这一课时，先出示我们学校的三
对篮球架、两栋教学楼、学生宿舍、教师宿
舍做例子。 一看是自己的学校，学生们感
到特别好奇，于是我趁机提出问题：我们
学校的这些建筑物有什么特征，看班里谁
最先说出？ 这样一来，学生热情高涨，议论
纷纷。 从而自然地引出课题：今天我们学
习的知识点“轴对称”。

二、递进导入新课
巩固新知的教学方法，可以将新旧知

识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学生从旧知识的复
习中自然获得新知识。 例如：在讲切割定
理时， 先复习相交弦定理内容及证明；然
后移动两弦使其交点在圆外有三种情况。
这样学生较易理解切割线定理、推论的数
学表达式，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叙述定理
内容， 并总结圆幂定理的共同处与区别。
这样导入， 学生能从旧知识的复习中，发
现一串新知识，并且掌握了证明线段积相
等的方法。

三、比较导入学习
在讲相似三角形性质时，可以多角度

的进行类比，直角、钝角三角形等，导入到
全等三角形， 比较中发现三角形的性质。
全等三角形的对应边、对应角、对应线段、
对应周长等相等。那么相似三角形这几组
量怎么样？这种方法使学生能从类推中促
进知识的迁移，发现新知识。通过实践，还

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动脑去探索知识，发
现真理。例如在讲等腰三角形性质时，让学
生通过折叠事先准备好的纸片， 发现等腰
三角形轴对称性， 猜想出等腰梯形两个性
质，使学生享受到发现真理的快乐。

四、设疑反馈引导学习
根据信息论的反馈原理， 一上课就

给学生提出一些问题，由学生的反馈效
果给予肯定或纠正后导入新课。 如在上
有理数混合运算时，课前可以先拟几个
加法或者减法的习题让学生讨论。 设
疑式导入法是根据中学生追根求源的
心理特点 ， 通过给学生创设疑问 、创
设矛盾、设置悬念，从而引起思考 ，使
学生产生迫切求知的浓厚兴趣， 诱导
学生由疑到思，由思到知的一种方法。
例如：有一个同学想依照亲戚家的三角
形玻璃板割一块三角形，他是否可以在
不把玻璃板带回家的情况下，割出一块
同样的三角形呢？ 同学们议论纷纷。 然
后，我向同学们讲解，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用到三角形的判定。 现在我们就解决
这个问题———全等三角形的判定。

讲“一元二次方程公式法”这节课，可
以先复习直接开平方法， 然后提出问题
3x2+4=7x 这个方程适合直接开平方法
吗？ 学生思考后纷纷回答好像不能，那
么这个只适合公式法的方程，就是本节
课要研究的问题。

总之，教无定法，课堂导入的方法也
应是多种多样。 但无论用什么样的导入
方式开始一节课或者一个知识点， 课前
应当认真推敲。 教学绝不能采用某种固
定的模式，也不能机械照搬套用。 不同的
学科、不同的教材、不同的学生、不同的
设备技术时代，可以选用不同的方法。

什么样的导入都不能偏离主题，需要
与所学的内容应紧密相连。 要设计好每节
课的导入并不是容易的，一要靠老师钻研
教材，二要靠老师平时挖掘积累生活生产
中应用数学知识、实例方法，动脑筋想办
法组织素材。 从而才能真正提高课堂导入
的实效性。 如何设计课堂导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已成为我
们一线教师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初中数学导入教学初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石牌镇桶车九年制学校 曾翔雁

摘要：鲁迅笔锋犀利，关注社会现实并能
刺破现实的黑暗，用手中之笔对封建礼教进行
无情地批判。他对妇女不仅仅停留在心理层面
的共鸣，而且主张妇女的解放，指出了妇女解
放的必要性以及为妇女争求独立自主指明了
前进方向，这种妇女解放观到现代社会仍然有
着现实意义。 本文从分析鲁迅小说中的“祥林
嫂”和“子君”这两个女性形象入手，浅析鲁迅
的妇女解放观。

关键词：鲁迅；妇女解放；经济独立；
一、为什么要解放
鲁迅笔下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以“祥林嫂”为代表的传统的农村妇女，另一类
则是以“子君”为代表的知识女性。

祥林嫂，一个终生都遭受着封建礼教迫害
的农村妇女， 她曾与封建势力进行过斗争，最
终她还是在一片嘲讽与讥笑声中抑郁死去。在
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看来，
祥林嫂是“失节”的女人，“女子死了丈夫，便守
着，或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
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1。 女子
在这种封建陋习兴盛的时代，根深蒂固的节烈
观是对女子身体和心灵双重的束缚，限制着女
性的自由发展。

而鲁迅笔下的子君，则是一个经过新思想
洗礼，有想法、有胆识的知识女性。她为了和涓
生在一起，毅然决然地与旧家庭决裂。 如果说
祥林嫂逃离婆家来到鲁镇是女性反抗意识的
萌芽的话，那么在子君的身上这种女性意识似
乎已经觉醒。她与涓生“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
习惯，谈男女平等”2，在她身上散发着五四运

动后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气息。但在与涓生
组成家庭之后，子君身上旧时代的封建落后气
息也慢慢显露出来。子君的悲剧在于她的抗争
只是单纯的个人解放，没有意识到只有整个社
会解放了，妇女才能真正独立。 而子君本人的
思想也并未完全的解放， 她在与涓生同居之
后，就回归了传统家庭妇女的角色定位，在她
脑海中妻子的身份与旧时代并无两样。

鲁迅通过描写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
的悲惨命运，揭示了传统封建礼教的危害。 祥
林嫂的反抗是消极抵抗，是把自身命运消融在
封建伦理纲常之中，她希望这样就能换来人们
的理解和同情。于是她一遍遍地向别人叙说着

“阿毛之死”3。 子君反抗了， 也看似获得了成
功，但她仍然在无情的社会面前倒下了。

二、如何解放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到，在当时的

社会里，女性要争取独立“第一，在家应该先获
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该获得男女
相等的势力”4。 所以可以看出在鲁迅眼中，妇
女的解放应该分为三步:出走的意识、经济权
的独立和整个社会的解放。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
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5 涓生和子君的爱情

是被现实压垮的。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得子君在
婚后是依附于涓生而存在的，爱情一旦有了不
对等的付出就容易生出间隙。传统的婚恋观认
为“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女性在成婚后都全
心全意投入家庭之中，成为全职主妇。 这也是
女性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而就从子君被涓生
抛弃后来说，如果她经济独立，有自己的经济
权，她大可以潇潇洒洒一走了之，追逐自己的
新生活。 失了涓生的庇佑，子君走后的生活自
然是可想而知的。

女性的意识觉醒了， 经济权也获得了独
立，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社会的解放。他在《我
之节烈观》6 里批判某些文人学士及道德家的
伪善，他们对女性遭遇强暴“既不羞自己怯弱
无能，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只是七嘴八舌”，
他们的冷漠着实让人心寒。 而在《以脚报国》7�
里他辛辣地讽刺了裹脚这种陋习，批判这种畸
形的审美其实是对女性的折磨和束缚。《男人
的进化》8 中更是揭露了传统的男性对于女性
的玩弄，旧式的婚姻制度使得“男人得到永久
的终身的活财产”。 可见女性解放必须踏入社
会中去，必须要改变社会的风气，女性要做的
不仅是走出家庭接受新思想的洗礼，还要走进
社会革除陋习实现男女地位在社会上的平等。

三、解放有什么意义
时至今日，当今社会对于女性的社会期待

值仍然不高，女性在就职时经常会因为性别遭
受不公正的待遇，女性的工作参与率仍然低于
男性。 然而女性要获得独立的首要目标就是经
济独立， 这又是以参与社会劳动为基础的，在
当代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经济差距仍然存在。 但
是正如之前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
子君一样，她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小说《伤
逝》中子君的路，凭借自己的努力终于获得了
他人的认可， 没有放弃对独立生活的追求，是
这类“子君”们实现解放的原因。 鲁迅曾说：“世
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现代女
性更不能放松对女性解放的追求，只有千千万
万个这样的女性觉醒了，女性解放的目标才能
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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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意识的觉醒
———浅 谈 鲁 迅 的“妇 女 解 放 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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