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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设 计 

授课章节 Lecture 2  Alliteration 头韵 课程名称 英语修辞学 

授课对象 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大二学生 授课时长 45 分钟 

知识目标 

Knowledge objective 
使学生掌握头韵修辞格的概念、作用以及用法。 

能力目标 

Competence objective 

1. 使学生在写作和演讲中能够有效地使用头韵修辞格 

2. 提高学生的翻译鉴赏能力以及语言应用能力 

教学目标 

素质目标 

Quality objective 

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

指引: 

1. 鼓励学生疫情期间少出门，多读书； 

2. 培养学生具备优秀的习惯和品质：生活中要懂得节约和

珍惜的；困境中要保持坚强和乐观。 

3. 培养学生要用所学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教学重点 
1. The definition of Alliteration  头韵修辞格的定义 

2. The main uses of Alliteration  头韵修辞格的使用 

教学难点 
1. Alliteration can be used in sentences 头韵修辞格在句子中的应用 

2. Alliteration can be used in poems   头韵修辞格在诗歌中的应用 

教学方法 

与手段 

1. Exemplification teaching method    举例法 

2.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         启发式教学法 

3.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情境教学法 

4.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任务型教学法 

5. Multimedia-assisted teaching       多媒体辅助教学 

 



课程思政理念： 

修辞学是一门研究有效使用语言以取得最佳表达效果的艺术。学习修辞学对于英语阅读能

力的提高、翻译精确度的增强、文学鉴赏和写作能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严复在《天演论》

中提出翻译的三个原则：“信、达、雅”。所谓的“信”，（faithfulness ），即忠实准确；所谓的

“达”（expressiveness ），即通顺流畅；所谓的“雅”（elegance）即文字优美。在翻译中如何做到

“雅”（文字优美）呢？这就体现了开设修辞学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每一节课，教师都要通过讲解一些文字优美的典型例句来阐明这种修辞格的分类和用法，

这些例句的来源有谚语习语、文学名著、名人演讲、散文诗歌等。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教学

内容的选择上，要积极向上，有正能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英语修辞学》这门课程的

思政理念： 

1. 选取有培养学生具备优秀品质的内容：这些优秀的品质包括诚实、善良、勤奋、乐观、

坚强、感恩以及求真务实、知行合一等。 

2. 选取引导学生具有家国情怀的内容，例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坚持等。 

3. 选取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内容，培养他们树立坚定的理想信

念，有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等。 

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英语语言及文化，同时还要会传达我们的思想文化，价

值理念，培养学生要用所学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课堂教学设计 （1 个学时 45 分钟） 

Ⅰ. Lead-in 教学导入  （5 分钟） 

“课程思政”切入点：这段视频是“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总决赛冠军选手秦元瑗的

演讲，结束语巧妙地使用了本节课所讲的头韵修辞手法，打动评委和观众的不仅仅是她流利

的口语，还有她讲的故事本身。患心脏病，卧病在床，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幸的经历，而

作者却认为是一种“财富”。希望这样一篇非常新颖的自我介绍能够给同学们一些启示，面

对挫折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和坚强，做一个“优雅的、充满感恩的、有故事的人”。 

This Is Me 

Very few people can resist the temptation 

of going back to the past and doing a little 

change to make life today better and brighter. 

As for me, I would probably choose to take 

away the part where I got a heart attack at the 

age of 13. For several months I was made to 

stay in bed, eat tasteless food without salt and 



afraid of dying every night I went to sleep. But later I found such an event could be called a blessing. 

Because it gave me a kind of strength and motivated me to take life seriously and try to make the most 

out of it. What’s more, it reminded me of the beauty of every single day. Then I realized my character 

is formed by both happiness and sorrows. It’s exactly these events that make me unique and a person 

with stories. 

So if I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change my past I would decline. So this is me, who at the 

beginning of my life, with no regrets about the past, determined to live it in a graceful and grateful 

way. 

这就是我 

很少有人能抗拒这样的诱惑，那就是回到过去，做些改变使今天的生活更加美好。对我而

言可能最想抹去的经历就是在13岁那年患心脏病的日子。有很多个月我不得不卧床休养，吃着

淡而无味的食物，每晚入睡时总会害怕自己会这样永远睡去。可是之后我发现这段经历可以算

得上是一种财富。因为它给了我力量，让我认真地面对生命，尽可能地挖掘潜力，更重要的是

它让我发现了每一个平凡日子的美丽。于是我发现我的性格是由所有经历一起成就的，包括快

乐的事情和悲伤的回忆。而这些经历使我的生命充满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故事。 

所以，假如有人给我改变过去的能力，我会决定谢绝。这就是我，一个生活在起点的女生，

没有关于过去的遗憾，决心将一生过得优雅而充满感恩。 

 

Ⅱ. Definition of Alliteration 头韵的定义 （5 分钟） 

According to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lliteration refers to “the commencing of two or 

more words in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same letter, or rather the same sound.” Alliteration is a 

common figure of speech in English. 

头韵是英语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修辞手法。根据牛津英语词典，“头韵指在两个或多个紧

密相邻的词语中，有着相同的首字母发音。”恰当地使用头韵，能够赋予语言以音韵美和感染力，

使语言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 
 

Ⅲ. The Main Uses of Alliteration 头韵的主要用法 （20 分钟） 

Alliteration is often serviceable in the titles of books, in sentences as well as in poems. 

1. Alliteration can be used in the titles of books. 头韵可以运用于书名中 

“课程思政”切入点：这一部分给同学们介绍了使用头韵修辞手法的名著。鼓励同学们：

“疫情期间，少出门，多读书。”讲解中会提及一下这些名著中的名句：例如：雪莱的《西风

颂》的结束语：“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句诗给处在寒冬里的人一个美好的希望，让

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看到光明，尽管现在是寒气凌冽、寒风萧瑟的冬天，但不久，春天就会到

来，到时大地复苏、春风和煦、充满了阳光与希望。让我们一起期待疫情过去，春暖花开。 



              
Pride and Prejudice              Sense and Sensibility 

《傲慢与偏见》                 《理智与情感》 

         

Ode to the West Wind           The School for Scandal           Beauty and the Beast 

  《西风颂》                   《丑闻学校》                  《美女与野兽》   

2. Alliteration can be used in sentences.  头韵可以运用于句子中 

“课程思政”切入点：在本部分讲授中，教师选择了一些积极向上、正能量的句子。这

些句子，有教导学生要懂得节约和珍惜的（例句 1、2、3）；有鼓励他们在困境中保持坚强和

乐观的（例句 4、5、6）；有引导学生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例句 7、8）。 
例句 9 马克吐温作品中的这句话是本部分讲授的重点，句中六个首字母都是“s”开头的单

词表达出了幽默的效果。这句话在云班课上教师发起了投票问卷，选出最佳译文，同学们一

致认为译文三最好，因为译者将这些 s 开头的单词都翻译成了汉字“呆”。既忠实了原文，又

保留了它的修辞特色，堪称经典。这样的例句、这样的译文让同学们再次感受到了语言的魅

力和修辞的魅力。 



(1) Stuff today and starve tomorrow.  

今天撑破肚，明天勒紧裤。 

 (2) Wilful waste makes woeful want. 

平日里挥金如土，到头来生活叫苦。 

(3) When the well is dry, we know the worth of water. 

井枯之时方知水贵。 

(4) When things happen that you do not like, you have two choices: You get bitter or better. 

当你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了，你有两种选择：要么痛苦不堪；要么痛快达观。 

(5) Success is not final. Failure is not fatal. It is the courage to continue that counts. 

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行的勇气。   （丘吉尔） 

(6) Whether the weather be fine or whether the weather be not, whether the weather be cold or 

whether the weather be hot, we’ll weather the weather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无论是晴天或是阴天，无论是冷或是暖，不管喜欢与否，我们都要经受风霜雨露。 

(7) Be swift to hear, slow to speak, slow to wrath. 

勤倾听，缓开口，慢发火。 

(8) Early to bed and early to rise makes a man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早睡早起身体好。 

(9) It was a splendid population ─ for all the slow, sleepy, sluggish-brained sloths stayed at home. 

 

译文一：那是一批卓越的人——因为

那些慢慢吞吞、昏昏沉沉、反应迟

钝、形如树獭的人留在了家乡。  

                                           

译文二：这是一批卓越能干的人民

——因为那些行动迟缓、头脑迟钝、

睡眼惺忪、呆如树獭的人留在了家

乡。                                   

 

译文三：(出来的)这批移民个个出类拔萃，因为凡是呆板、呆滞、呆头呆脑的呆子都呆在了家

乡。 



 

3. Alliteration can be used in poems.  头韵可以运用于诗歌中 

“课程思政”切入点：这是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第 22 章中的一首英文打油诗，

使用了头韵的修辞手法，全部运用嵌入句，即每一小句最后一个单词都是以同一字母 “E” 

来开头的。几种译文各有千秋，在内容和形式上再现原文的修辞魅力。希望同学们在领略英

文诗歌优美的同时，更加热爱我们的自己的语言和传统文化。我们要用所学的语言“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译文一】 (马红军 译) 

我爱我的那个“丽”，可爱迷人有魅力； 

我恨我的那个“丽”，和他人结伉俪； 

她文雅大方又美丽，和我出逃去游历； 

她芳名就叫爱米丽，家住东方人俏丽。                                   

【译文二】 （《中国翻译》） 

吾爱吾爱，因伊可爱； 

吾恨吾爱，因伊另有所爱； 

吾视吾爱，神圣之爱； 

吾爱名爱米丽，吾东方之爱。                                                 



【译文三】  (张谷若 译) 

我爱我的爱，因为她长得实在招人爱。 

我恨我的爱，因为她不回报我的爱。 

我带着她到挂着浮荡子招牌的一家，和她谈情说爱。 

我请她看一出潜逃私奔，为的是我和她能长久你亲我爱。 

她的名字叫爱弥丽，她的家住在爱仁里。                                    

【译文四】  (姜秋霞，张柏然 译) 

我爱我的爱人，因为她很迷人； 

我恨我的爱人．因已许配他人； 

她在我心中是美人，我带她私奔，以避开外人； 

她名叫虞美人，是东方丽人。                          

【译文五】  (陆乃圣  译) 

我爱我的心上人，因为她是那样地叫人入迷（enticing）。 

我恨我的心上人，因为她已订婚将作他人妻（engaged）。 

我的心上人花容月貌无可比拟（exquisite）， 

我劝她离家出走跟我在一起（elopement）。 

她的名字叫爱米莉（Emily）， 

她的家就在东城里（east）。 

我为我的心上人呀，一切都因为这个 E!                                                                                                                                                                                     

Ⅳ. Practice  巩固练习 （教学延伸） （10 分钟） 

“课程思政”切入点：这部分的巩固练习也是本节课的教学延伸，目的是希望能够有效

促进学生对本课知识的理解、掌握、应用与深化。练习内容是： 

如果你是一位员工，你想给老板写一封信，要求加薪，在信中你会说些什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如何回复员工的加薪信呢？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一个员工写给老板的非常有水平的加薪信，以及老板的神回复。 

在雇员的信中，他使用了很多带有字母“s”的单词，并将其改为美元“$”的符号。我们

可以清楚地了解他的意图。在老板的神回复中，将所有单词中出现的字母“no”都大写成了

“NO”，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坚定地表达“不”。 在这两封信里都使用到了头韵修辞手法。 

这样充满趣味性的练习内容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意识到学好修辞学的重要性。 

？ If you were an employee, you wanted to write a letter to your boss in order to get higher 

salary, what would you say in your letter? 

？If you were a boss, how to reply such a letter like that? 

Let’s look at an employee’s letter and the boss’ reply. 



   

Ⅴ. Summary & Assignment  总结与布置作业 （5 分钟） 

Here are the assignments. After class, please finish three tasks: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writing.  

(1) Please find out all the Alliteration in our textbook, and think about what effect is achieved.  

(2) Please translate the famous words on your reading material and try to recite it.  

(3) Do the exercises on page 19.   

作业为三部分内容：阅读、翻译和写作 

(1) 阅读部分：阅读教材中的头韵这一章节中的例句，思考头韵修辞格的修辞效果。 

(2) 翻译部分：翻译英国海军上将佩恩的名句： 

No pain, no palm; no thorns, no throne; no gall, no glory; no cross, no crown. 

(3) 写作部分：完成教材 19页课后习题的写作部分。 

【附：】作业图片 参考译文 优秀作业展示 

“课程思政”切入点：英国海军上将 佩恩的这句话“No pain, no palm; no thorns, no 

throne; no gall, no glory; no cross, no crown.”是头韵修辞手法的经典例句，也是很多人的座右

铭。作者使用了四组相同的句式结构，四组押头韵的词语使这句话读起来朗朗上口，让人印

象深刻。让同学们完成翻译作业的同时，也让他们坚信越努力，越幸运。将来的你一定会感

谢现在努力拼搏的自己！正如 1000 多年来，有两句古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积极向上，

那就是“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使用教材及参考书 

1.石  晶    英语修辞格简明教程    东北大学出版社         2015 

2.陈定安    英汉修辞与翻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3.范祖民    实用英语修辞          科学出版社             2010 

4.冯翠华    英语修辞大全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5.蒋  童    英语修辞与翻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6.吕  煦    实用英语修辞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7.秦  妍    英语修辞基础教程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8.杨士焯    英汉翻译教程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教学反思 

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你教哪门课？”每当我回答：“英语修辞学”的时候，他们的脸

上露出的是不解的眼神和困惑的表情，我读懂了他们接下来想问的问题:“修辞学是什么？是我

们小学语文课上就学的比喻、拟人、排比、夸张吗？还有必要学它吗？是不是很枯燥的一门学

科？”。 

多年来，我一直努力把我主讲的《英语修辞学》这门课上成一门“有深度的英语课，有广

度的文化课”。每一节课，我都会通过讲解一些文字优美的典型例句来阐明所讲修辞格的概念、

分类和用法。这些教学内容都是我精挑细选和多年积累的。我希望我讲授的内容是与时俱进的、

是趣味性强的、是会给学生们带来启迪、深思和感悟的。就拿本节课讲的 Alliteration 这部分来

说吧，45 分钟的教学设计不足以呈现我讲的全部内容。课上，我还给同学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同学们看后很惊讶，认为汉语翻

译比英语原文还要美，他们不再

认为这是一门枯燥的学科，学生

们很喜欢这门课。他们也经常跟我

分享一些经典的例句。他们很认真

地整理笔记，完成作业。本节课学

生们的作业完成质量好得超出了

我的想象，我把同学们上交的作

业隐去姓名做成 PPT，让大家投票选出最好的译文，再把每个班得票最多同学的译文做成 PPT，留

作珍藏，给同学们展示。 

《英语修辞学》这门课对于英语阅读能力的提高、翻译精确度的增强、文学鉴赏和写作能

力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我通过课前预习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思辨能力；通过小组活动来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倾听能力；通过课后作业来培养学生严谨的学习态度，不抄袭的诚

信品质等等。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更好担起学生健

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培养

学生具有工匠精神、担当精神、奉献精神以及家国情怀，激发他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使

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使课堂成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主阵地。对于英

语专业的学生，不仅要学习英语语言及文化，同时还要会传达我们中国的思想文化，价值理念，

培养他们要用所学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