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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_E9_99_88_E6_AF_85_c38_58948.htm 教学目的 1、认识《〈

陈毅市长〉选场》的矛盾冲突。 2、学习剧作通过工作、活

动、日常生活和与各式各样人物的关系的描写，逐渐显示主

人公的性格及其高尚的思想品格的特点和“冰糖葫芦”式的

结构方式。 3、学习剧作中人物的个性化语言。 教学设想 1、

《陈毅市长》这部剧作，主要塑造了陈毅这一人物。作者通

过对上海解放初期两年里陈毅市长的工作、活动、日常生活

的描写，通过对他与各式各样人物的关系的描写，通过各种

矛盾冲突，逐渐显示陈毅的性格以及他高尚的思想品格，从

平凡中塑造了陈毅这个从元帅（野战军司令员）到市长的可

亲、可敬、可爱的形象。剧作的结构方式和表现手法，新颖

独特。 教学前，应布置学生做好预习准备，尽量要求学生能

阅读《陈毅市长》全剧，了解全剧的剧情和特点。 2、《陈

毅市长》全剧用十个片断、十个故事，写成十场话剧。课文

节选的是其中的第五场。该剧没有统一的中心事件，各场之

间在情节上不相连贯，都是独立成章，而以陈毅这一主要人

物来穿引各场。老师在教学时，应把全剧的剧情内容向学生

作简要的介绍，让他们有个总体印象；同时，作者写作的意

图、剧作反映的历史背景，也应向学生作些介绍，以便学生

能更好的理解、把握课文。 3、课文可安排二课时完成教学

（如学校条件好，预习准备做得充分，也可用一课时来完成

。）第一课时，让学生了解作者和他创作的意图，剧作反映

的历史背景和全剧的内容、情节及其特点，并引导学生初步

了解课文。第二课时，引导学生深入分析课文，认识剧中的



矛盾冲突，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品格以及作品的艺术

特点等。 4、课文节选这一场戏中，写陈毅夜访老化学家齐

仰之时，谈话中引用了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语句。教师在

教学中可向学生简要介绍一下刘属锡及其名篇《陋室铭》，

这对学生理解课文、分析人物性格特征都会有好处。 第一课

时 教学重点 了解剧作《陈毅市长》反映的历史背景、作者创

作的意图以及全剧的剧情和特点。 教学过程 1、由上一课讲

授的歌剧《〈白毛女〉选场》导入本课《〈陈毅市长〉选场

》。 板书课题：《〈陈毅市长〉选场》。 2、简介作者和作

品反映的历史背景、创作意图。 话剧《陈毅市长》，是当代

剧作家沙叶新于1980年创作的一部优秀话剧。描写无产阶级

革命家、我军高级将领、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上海解放初期

当上海市长期间的工作、生活和思想风貌。 沙叶新，一九三

九年生于南京，回族。当代剧作家。1956年开始发表短篇小

说《妙计》。次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61年大学毕业后

进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学习，1963年秋分配到上海

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主要剧作有：《一分钱》（1966年）

、《焦裕禄》（与人合作）、《约会》（1978年）、《假如

我是真的》（与人合作，1979年）、《陈毅市长》（1980年

《剧本》第五期）、《马克思“秘史”》等。《陈毅市长》

获全国优秀话剧创作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78年起，

开始搜集有关陈毅同志的生活素材，1979年写成十场话剧《

陈毅市长》，1980年剧作上演、发表。 《陈毅市长》的开头

第一场，是描写上海解放前夕，陈毅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在江

苏丹阳司令部所在地，召开干部会为解放进驻上海作准备。

“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上海解放



，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所接管的

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一个烂摊子。当时的上海，工厂大

半倒闭，商店纷纷关门，失业人口剧增，又面临断粮、断煤

的威胁；帝国主义对我进行海上封锁，敌机不时来偷袭轰炸

，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反动派进行破坏捣乱，社会秩序混乱、

垃圾成山、社会垃圾（流氓阿飞、小偷、妓女）也多得怕人

。帝国主义曾狂妄预言共产党要“烂在上海”。在党的领导

下，身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的陈毅，依靠上海各阶层群众的支持，采取了恢复生产和发

展生产的方针，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使上海的局面有了

根本的改观。帝国主义的预言破产了。 作者选取这一段时间

作为历史背景，抓住了在上海这个特定环境中陈毅的工作、

生活及与各种人物的关系，创作了《陈毅市长》这部话剧。

以此作为对上海解放三十周年的纪念。1980年5月，上海人民

艺术剧院演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者在谈到这

部话剧的创作时说：“陈毅同志解放初期在上海担任了八、

九年的市长，任期很长，事迹甚多，几乎他的每一年甚至他

的每一件事都可写一出有声有色的大戏，⋯⋯尽管我写的是

上海解放初期的一段历史，但我尽量要将这段历史写成鉴诫

今天生活的镜子；尽管我写的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往事，但我

非常希望今天的观众能从中得到现实的启示。”（沙叶新《

〈陈毅市长〉随想》）。 3、全剧的故事情节和特点。 《陈

毅市长》，十场话剧。剧中安排了一系列情节，主要表现“

陈毅同志对经济建设的巨大热情，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心，

对各界人士的真诚团结，对干部作风的严格要求，以及自己

对党风党纪的身体力行等等。”（沙叶新《〈陈毅市长〉创



作随想》）。 第一场，时间：1949年5月10日。地点：江苏丹

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一间简陋的会场，陈毅在作报

告。他说：中央叫我们在丹阳整训一个月，学习、研究接管

政策，搞好入城纪律，为解放上海作好准备。他说：“帝国

主义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会勾结一起，轰炸、封锁、破坏，

把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他们还扬言，说上海是个大染缸

，要叫我们红的进去，黑的出来。我这个人倒不怕什么染缸

，我倒要叫他们看一看，到了上海之后，究竟是上海把我陈

毅染黑了，还 是我陈毅把上海染成个红通通的！” 第二场，

时间：1949年5月28日下午。地点：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陈毅代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

接管上海市政府。同时，接受国民党上海市留守人员的投诚

。 第三场，时间：1949年6月中旬的某日傍晚。地点：上海国

华纱厂总经理傅一乐的别墅。陈毅与市工业局长到资本家家

去赴宴做工作。 第四场，时间：1949年秋的一天上午。地点

：上海解放后建立的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 陈毅到刚刚开业

的国营百货商店视察，看到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国营商店

买不到盘尼西林，不法药商又趁机连续涨价，普通劳动人民

无力购买，因而引起了陈毅的深思，由此引出了下一场夜访

化学家齐仰之的戏。 第五场，课文节选部分。时间：1949年

冬的一天深夜。地点：化学家齐仰之的家。陈毅去拜访，先

是打电话遭拒绝，又去打门吃了闭门羹，最后终于进屋。经

交谈、说服，使这位多年不问政治、不问世事的老化学家思

想认识起了变化，接受政府聘请主持筹划在上海建立全国第

一个盘尼西林药厂。 第六场，时间：1950年2月6日傍晚。地

方：陈毅家中。陈毅让工作人员把关于建造盘尼西林药厂的



计划，关于上海市建设的设想和一份关于恢复生产的情况报

告打印出来送交市委讨论。发电厂遭敌机轰炸，陈正要赶往

发电厂。说服老丈人回老家去，打消了留在上海让陈安排工

作的念头；也说服小妹凭自己本事去报考学校，不给她写介

绍信。 第七场，时间：1950年2月8日凌晨。地点：上海市人

民政府办公大楼。发电厂恢复供电。陈严厉批评负责上海警

备和空防的军长童大威的严重失职，又保他免受军法处罚。

向对新闻发布中发生泄密错误的一党外副处长承认昨天自己

批评时发火的错误。第八场，时间：1950年2月18日上午。地

点：国华纱厂工人徐根荣家。陈带着工厂经理资本家傅一乐

去工人家拜年，说服资本家不要抽资外跳，要恢复生产，搞

好劳资关系。 第九场，时间：1950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地点

：陈毅的家中。教育部下、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

居功自傲。 第十场，时间：1950年秋的一天晚上。地点：市

属机关的某礼堂。举行文艺演出。陈看了歌颂他个人的节目

，心中不悦。齐仰之拿来上海药厂试制成功的盘尼西林。中

央打来电话，调陈毅去南京主持华东军区的工作，同时兼管

上海市一部分工作。全剧完。 4、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理解

黑体的字词和一些难懂的语句。 (1)解释下列词语中黑体的字

。 简陋（不好看，［住的地方］狭小） 茅庐（草屋） 闭门羹

（通常用蒸、煮等方法做成的糊状食物。拒绝客人进门叫做

让客人吃闭门羹） 凌乱不堪（能忍受） 深居简出（少） 充耳

不闻（塞住） 才疏学浅（空虚） 痛心疾首（痛） 秉烛夜谈（

拿着） 百废待举（没有用的、该办未办的） (2)刘禹锡的《陋

室铭》。 刘禹锡(772842) 字梦得，洛阳（今河南洛阳）人。

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曾



与柳宗元等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提出了一系列

改革主张。改革失败后被贬职。铭，文件的一种，可韵可散

，形式不拘。《陋室铭》是一篇过去长期传诵的作品，它是

作者借咏自己的陋室来抒发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

世俗同流合污的志趣，流露出自命清高、孤芳自赏的思想。

文章短小精炼、寄寓极深，清新别致，很有特点。 剧中所引

的语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 帘青。”是《陋室

铭》开头的几句。译为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山不在乎高，有

神仙就著名。水不在乎深，有龙就灵验。这是一间简陋的房

子，只因为我的德行好而有好名声。青苔长到台阶上一片绿

，草色映入帘内满眼青。 布置作业 1、诵读课文，思考人物

语言。 2、简述课文的故事情节。 3、写出课文中这场戏的矛

盾冲突线索。 第二课时 教学重点 1、剧中的矛盾冲突。 2、

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人物的个性化语言。 教学过程 1、由

上节课的教学内容，导入新课。 提问：复述课文里这场戏的

故事情节。 学生回答，教师小结：这一场戏，有比较完整的

故事情节。它描写陈毅市长深夜拜访化学家齐仰之，说服并

聘请他主持筹划建立全国第一家盘尼西林药厂的故事。这表

现了陈毅重视科学文化、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作风。 2、引

导学生分析课文。 ①把握剧中的矛盾冲突。 提问：说明第五

幕这场戏的矛盾冲突线索（即矛盾发生、发展、激化和解决

的过程）。 学生回答，教师小结：市长陈毅深夜去拜访老化

学家齐仰之，齐仰之从开始拒绝接待到请陈毅进屋愿意交谈

，再到秉烛夜谈、接受聘请，两人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生、发

展、激化和解决、层次线索清楚，充满戏剧性。 这场戏的矛



盾冲突线索（矛盾发生、发展、激化和解决的过程）是：打

电话、按电铃，夜访被拒（发生）进门后限制谈话时间，大

谈“化学”（发展）破例延时长谈，化学家起了“化学变化

”（高潮）委以重任，秉烛夜谈（结局）。②分析人物性格

特征。 全剧主要塑造陈毅这一人物形象，通过对陈毅的工作

、活动、日常生活片断的描写，通过他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关

系以及发生的矛盾冲突，多侧面的展示了陈毅鲜明的性格特

征和高尚的思想品格，塑造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毅的艺术

形象，歌颂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优良的思想作风。 课文

这场戏，写陈毅市长为了恢复、发展生产，解决国产西药的

问题，抵制帝国主义的封锁，深夜访问化学家齐仰之，说服

齐改变看法，接受人民政府的聘请，出来工作。 齐仰之是一

位爱国的老化学家，政治观念淡薄、性格固执、清高，专心

研究化学，深居简出。 这场戏成功地塑造了陈毅和齐仰之这

两个艺术形象。 ③分析人物个性化的语言。 话剧是以对话和

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在话剧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

象的塑造以及作品的思想倾向等等，主要依靠人物的语言和

动作来表现。因此，优秀的剧作，人物的语言应该是高度个

性化的，这样才能充分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身份教养和思

想作风。 课文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是其重要的艺术特点。

作者在成功塑造陈毅和齐仰之的形象中，个性化的语言起了

重要作用。陈毅是一个野战军司令员（元帅）、无产阶级革

命家、诗人，他的语言机敏、生动、风趣、幽默、深邃，谈

话中常夹些方言和文言，既不失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身份，

又给人以诚恳、亲切之感，反映出他的高深修养，显示了他

豪爽、直率、坚定、泼辣，富于雄辩的性格特征。 例如：陈



毅亲自下请帖请齐仰之参加政府召开的会遭拒后，一天深夜

到齐府去拜访，第一次按门铃被拒之门外，又吃了闭门羹，

这时陈说“我就不相信，偌大一个上海我都进得来，这小小

一扇门我就进不去？！”这是个性化的人物语言，表现了坚

定的性格和倔强的脾气，符合陈老总性格特征。陈再次按门

铃，齐看到后说：“又是你！”陈说：“对头！”齐又问他

“究竟是干什么的？”陈说：“我倒是干大事的。鄙人是上

海市的父母官，本市的市长。”这答话，豪爽、风趣中带点

滑稽，符合陈毅的性格特征和身份。 陈毅在上海任市长期间

，卓有成效的做资本家的工作也是有口皆碑的。剧作中也多

次写到。第三场，写陈毅和市工业局长到资本家傅一乐（国

华纱厂总经理）家，交代政府政策，解除傅的疑虑，让他尽

快恢复生产。陈最后说：“今后我们都要以诚相待，都不能

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噢！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共产党是

从来不搞什么糖衣炮弹的，要么是糖，要么就是炮弹！”第

八场，陈批评傅抽资外逃，置工人死活于不顾。过年时，带

傅去工人家拜年。让他看看工人的生活状况。陈对傅说：“

共产党是把你当朋友的，你可不要不讲交情哟！我早就对你

说过，我这个人从来不搞糖衣炮弹，要么是糖，要么就是炮

弹。你可不要惹得朋友对你打炮弹哟！”这两次关于“糖衣

炮弹”的谈话，也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陈的身份、性格的。 

剧中通过齐仰之的语言，表现了他这个爱国、严肃的老科学

家，性格固执、清高，最后还是起了“化学变化”。 ④剧作

的艺术特点。 描写陈毅的剧作不少，像《丹心谱》、《陈毅

出山》等等，《陈毅市长》就是其中写得比较好的一个。《

陈毅市长》在选材立意、结构方式、表现手法、人物语言等



方面都很新颖独特。 陈毅的生平事迹充满戏剧性，可歌可泣

的事迹很多。他担任上海市长的八、九年间，事迹也很多。

作者以上海解放后的头两年为历史背景，通过工作、活动、

日常生活和与各种各样人物的关系的描写，来塑造刻画陈毅

这个人物。作者运用“冰糖葫芦”式的结构和实与虚结合的

手法，成功的创作了《陈毅市长》这一剧作。 在结构上，破

除了“一人一事”的传统方式，采用了作者称之为“冰糖葫

芦”式的结构方式来组织全剧，“虽然全剧没有统一的中心

事件，但以陈毅这一主要人物来穿引各场；各场之间尽管在

情节上下不相连贯，各场都独立成章，可是为了不致产生零

零碎碎、片片断断之感，仍旧考虑了在每一场的尾部或用几

句台词或用一个细节来为下一场的情节开展找个由头或埋下

伏线，做个简单的铺垫；最后一场，除了有自己独立开展的

故事情节外，还将前面几场各自发生的事件都在这最后一场

里有所交代，使之画上‘句号”。我期望这样的结构方式使

得整个戏分开来可以像一出出折子戏，合拢来又有一定的整

体感。”这种结构方式也存在弊病，“陈毅的形象虽然光彩

照人，但其他人物却相形见绌。这一毛病便是结构本身所造

成的。”（沙叶新《创作随想》）。 关于实事与虚构的问题

，作者总结说：“像《陈毅市长》这种带有传记性的作品，

它的故事情节不单是一般地要求来源于生活，而且某些重大

情节还需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比如第一场陈毅在丹阳的报

告，第二场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第三场陈毅到资本家家

中赴宴等等都是当时的实事（当然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

”他认为，传记性的作品，特别是描写革命领袖人物的传记

性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也是可以虚构的。“《陈毅市长》的夜



访化学家一场（第五场》便是虚构的。在采访中听到这样一

件事，北京大学哲学教授熊十力长期居住在上海，深居简出

，闭门著书，为了防止来访者过多的打扰，书斋内贴了一张

‘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的条幅。⋯⋯我便虚构出陈毅夜访

化学家这场戏。虽然这并不是曾有的实事，但却是会有的实

情。因为陈毅同志当时确实关心和支持过建造盘尼西林药厂

之事。” 在风格方面，作者说：“在风格方面，写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一般以正剧为多，我则力图赋予《陈毅

市长》以浓烈的喜剧色彩。” 3、布置作业 1.熟读、朗诵课文

。 2.完成课文后面的练习。 3.课外阅读《陈毅市长》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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