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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

蒙 曼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中
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

访谈嘉宾

彭 敏
《诗刊》编辑，《中国诗词大
会》亚军

王子龙
河北省石家庄学院教师，

《中国诗词大会》参赛选手

刘泽宇
陕西省渭南市高新区第二
小学教师，《中国诗词大
会》参赛选手

中国是诗的国度，这是我们曾经的骄
傲。然而，如今再说起这句话，多少会有些
犹豫。由于各种原因，今天的中国人，莫说
写诗，便是能多读几首、多背几首的，也少
了许多。诗，曾经中国文学的“宠儿”，现在
竟逐渐成了“弃儿”。

好在，诗依然流淌在中国人的血脉之
中。从我们牙牙学语开始，“锄禾日当午”

“举头望明月”，一句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便
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只是时日已久，有些遗
忘、有些沉寂而已。诗就像一粒种子，早已
根植在中国人的心中，只需一滴水、一点养
分、一抹阳光，便会重新发芽，重新生长，重
新枝繁叶茂、开花结果。

为何要学诗？因为诗在中国文学、中
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先秦时期，《诗经》
和《楚辞》不仅是文学，更是一种精神品格；
汉魏晋时期，诗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内容涉及社会、情感、人生、山水等各个方

面；到了隋唐，格律诗逐渐成熟，唐朝更是
“以诗取士”，诗成了由寒门到贵族的“敲门
砖”；宋以后，词、曲、剧等脱胎于诗的韵文
蓬勃发展，共同汇成中国诗歌这一片汪洋
大海。

诗在古典文学中一直占据“半壁江
山”。文学以外，诗更是承载着中国古代的
哲学和历史，承载着中国人精神和审美的
诉求。如果不学诗，我们就难以真正理解
中国文字的内涵；如果不学诗，我们就难以
体味那种幽微、含蓄、蕴藉的美感；如果不
学诗，我们就难以与祖先沟通，分享他们的

人生与阅历；如果不学诗，我们就难以更好
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更何谈推广与弘扬？

不知何时，我们的教育少了许多“诗
味”——虽然我们还会在课本中看到诗，但
学诗的目的仅是为了应试，学诗的方法也
与常规的课文解读无异。诗竟然成了包
袱，教师不知如何教，学生不知如何学，甚
至连“死记硬背”也做不到。

会写诗的教师渐渐凋零，愿讲诗的教师
也越来越少。我十分理解这种现状，毕竟许
多教师从小没有接触过诗词教育，偶尔有些
会写诗的教师也没有开设诗词课的条件和

动力。然而，教师不懂诗、不讲诗，学生就真
的要从这一片诗的“宝山”中空手而归了。

教师未必要有多么精湛的诗词技艺，
只要懂得一些基本规则，拥有一种审美
情趣，就可以为学生打开一扇诗的窗。
打开这扇窗，外面便是诗的世界，他们读
诗、写诗——每至一处风景便如故地重
游，每见一位古人便如至交好友，每读一
段历史便如亲逢其会，每生一段情愫便
如感同身受。

《文化》周刊一直在推动教师读诗、写
诗、教诗，开设“诗苑”栏目，刊发教师诗作。
这是一个诗的平台，让“教师诗人”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让原本孤独的旅行有了同行
者的陪伴。诗不应该是晦涩的、孤独的、冰
冷的、拒人千里之外的，而是一种风景，是一
种相视不语便可会心一笑的情怀。只有教
师有了诗的情怀，学生才会有诗的生活。

是的，我们仍然需要诗。

主编手记

我们仍然需要诗
□金 锐

今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连续在黄金时段播出，引爆了一场“诗词热”，也引发了人们对
诗词的关注和思考。如今，我们应该如何读诗、写诗，如何普及诗词教育、传承诗词文化？《文化》周刊采访了《中
国诗词大会》点评嘉宾和参赛选手，希望他们的观点能给读者带来启发。谈丛

中国教师报：你们认为《中国
诗词大会》为何如此火爆，节目背
后的价值又在哪里？

蒙曼：我觉得《中国诗词大会》与其
他知识类节目有很大的不同，它主打的
是情怀，考察的是常用诗词。节目组认
为，这些诗词是每个人都应该读过、背过
的，但是在滚滚红尘中，有些人慢慢把这
些诗词忘记了，连同其中的美好也忘记
了。因此，需要一个节目帮助我们温习
一下这些诗词，唤起我们心底那种美好
的感觉和热情。

彭敏：我读了许多年中文系，一直写
诗，也从事诗歌方面的工作。一直以来，我
都感到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比较边缘化，
诗歌更是如此。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在逐渐提高，在国人
心中的分量也重了不少。

王子龙：这个节目对于普及诗词、传承
优秀文化很有意义。人生自有诗意，关注
诗词可以带给我们正能量，帮助我们获得
诗意的人生。

刘泽宇：《中国诗词大会》将诗词这种
高雅的艺术传播给大众，让更多的人了解
诗词、亲近诗词、学习诗词，从而为他们注
入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基因，起到了良好
的文化普及作用。

中国教师报：你们最早是如
何接触诗词的，其中有没有比较
难忘的事情？

蒙曼：最早接触的诗词，是小时候父
母要求背诵的那些。后来，买了一套《唐
诗故事》，这套书的作者是一个地质工作
者，可能看到山川形胜联想到相应的唐
诗，于是就编写了这套书。当时我不到
10 岁，发现这种形式很合自己的口味。
我的诗词启蒙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从一
个一个故事、一个一个诗人开始的。之
后，我既喜欢诗词又偏重历史研究的取
向，都与年少时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背景
有关。

彭敏：小时候喜欢诗词并不是因为专
门的诗词类节目，而是通过一个古装武侠
电视剧。电视剧的男主角喜欢写诗，虽然
现在看都是一些普通的打油诗，但当时觉
得，写诗能让人充满魅力，于是就开始读诗
词、写诗词了。

王子龙：我与诗词结缘从小就开始了，
“手执女工听句读，须知慈母是先生”。母
亲有意识地给我读了许多唐诗，我就在耳
濡目染中走进了诗词世界。

刘泽宇：读初中时，有一次去实验室上
课，在一张课桌上看到不知是谁用钢笔写
的一首词，一读之下似乎被攫住了心，一下
子就呆住了。后来知道，那首词是南唐后

主李煜的《虞美人》，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才
真正投入到诗词的学习之中。

中国教师报：中国是诗的国
度，那么在你们看来，诗词在中国
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
怎样的？

蒙曼：诗词承载的是中国人心灵的那部
分。如按经史子集来分，诗可以属于经，也
有属于集的一部分，具体要看是什么诗。经
可以触摸人的心灵道德，集是文学，主要功
能是塑造心灵审美。中国人认为什么是美
的、什么是善的，通过读诗就可以明白。

彭敏：诗词居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地
位。古人传承文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
经史和诗词。四书五经由于在科举考试中
的重要地位，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教科
书。诗词在科举考试中也占了很大一部
分，尤其是唐朝以诗赋取士，诗也是考试的
工具。经的实用性更强，诗不仅是科举晋
升的“敲门砖”，还是生活中的精神陪伴。

王子龙：诗词的血脉已经延续到每个
炎黄子孙的心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代
代传承在我们身上。如果要继承弘扬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就一定要普及诗词、学习诗
词。诗词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抒情载体，是
中国人自己的文化符号，可以唤醒中国人
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刘泽宇：诗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
从古体诗、近体诗到词、曲等，形成了丰富
的体式和严谨的格律，富有声韵上的音乐
美、章句上的结构美、意象中的图画美，意
境深远、格调高雅。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
的精华，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诗
词抒发的情志与诸子百家、古文辞赋中蕴
涵的人文精神是融会贯通的。

中国教师报：现代社会的语言
习惯已经发生改变，有人甚至说“读
诗无用”，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蒙曼：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从近代以来
已经发生了太大的改变，所以诗词创作肯
定不会是当今文学的主流。但是，诗词中
表现的审美情趣对于中国人有着长远影
响，这是不会改变的。比如，“日出江花红
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些颜色的搭配
就是中国人喜欢的那种感觉，这种对仗方
式也是中国人喜欢的审美情趣。再比如说
到意象，鹧鸪也好，黄鹂也好，中国人会有
固定的联想——听到“两个黄鹂鸣翠柳”或
者是“有鸣仓庚”，一定知道它代表春天、欢
乐；而听到鹧鸪就不是这样的一种情绪。
我们多掌握一些这样的“文字密码”，就会
更容易与祖先沟通，也会更自如地表达中
国人的思想特性和情感特性。

彭敏：对我来说，诗词是一种爱好，是

愉悦自我的方式。许多愉悦自我的方式难
以独自完成，需要与人为伴，但诗词可以独
自完成，是孤独人生中的良好陪伴。诗词
的另一种作用，是塑造人的灵魂质地和精
神气质。一个喜欢诗词和不喜欢诗词的
人，精神气质会有很大差别。我觉得现在
中小学的品德教育有时过于概念化、理念
化，试图用干巴巴的道理来灌输，容易让人
产生逆反心理。诗词中的那些道理，那些
对人生的认知和人性的挖掘，都是偏于柔
婉而亲切的。如果把诗词作为一种陶冶人
心的方式，应该会非常有意义。

王子龙：现代社会尤其需要学习诗词，
我们有责任传承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学
习古诗词可以涵养我们的气质，浸润我们
的心灵。学习诗词的目的不是当诗人写
诗，而是要用诗词中的精神激励我们在各
自岗位上努力奋斗。

刘泽宇：诗词是一门艺术，学习诗词会
让人变得高雅，会给人带来心灵的慰藉，提
高自己的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
个道理。

中国教师报：现在中小学诗
词教学形成一股热潮，但是许多
教师不得其法，如何推广更有效，
更容易让学生接受？

蒙曼：我觉得中小学阶段的诗词教育
是一个文字版的美育问题。文字版的美
育首先要界定这样一个特性：什么是美
的，这样的美应该怎样叠层地教给学生？
我最害怕的是只加强比重不考虑承载方
式。现在一说传统文化，就在讲权重，其
实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样通
过传统文化，让一个人一步一步地经由少
年、青年、成年，最终成长起来。诗词篇目
不是选得多和少的问题，而是选得精和粗
的问题，希望可以更加精致化一点。另一
个重大问题是教师素质。就像现在的足
球进校园找不到足球教师，京剧进校园找
不到京剧教师，诗词教学同样难以找到诗
词功底深厚的教师。这是一个全民教育
的过程，一朝一夕难以解决，也许为教师
进行诗词基础知识培训是“亡羊补牢”的
办法。学习诗词不仅是学生的事情，更是
教师的事情，如果教师自己还是“昏昏”的
状态，怎么能让学生“昭昭”？古人云“诗
无达诂”，我们可以谈自己的理解，但是在
应试教育中，早变成了“诗有达诂”，每首
诗词都有非常固定的翻译版本、标准答
案，这对学生的戕害是非常严重的。教师
要有一颗爱美的心，有一种审美的能力，
有一种传达美的欲望，这是诗词教育的前
提，也是重中之重。

彭敏：中小学阶段的诗词教育应该寓
教于乐，开展一些与诗词相关的游戏和活
动，让学生感到诗词并不是躺在故纸堆里
带着一堆注释的文本，也不是晦涩难懂距
离现代社会十分遥远。对于青少年而言，

诗词应该既能与现实生活形成情感互动，
又能带有竞技性和娱乐性，可以展示魅力
和光辉，这样才能更加受到青睐。

王子龙：在中小学阶段开展诗词教学
应该以背诵为主，但这种背诵并非应试教
育的死记硬背，应该辅以延伸阅读，特别强
调诗人经历、诗词背景，让学生在理解的前
提下加深记忆。

刘泽宇：在中小学阶段进行诗词教育，
最核心的是教师的自身素养，起码应该对
诗词基本知识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在教学
中得心应手。此外，开展诗词教学时，应该
循序渐进，要加强学生对诗词的阅读能力，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感受诗词之美，从而
更积极地理解诗词、运用诗词。教师还应
该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运用多种形式进行
诗词教学，将诗词教学从课内延伸到课外，
可以引入诗词吟诵、诗词表演、诗词书法等
活动。

中国教师报：最后，请以一首
印象最深刻的诗词结尾，说说对
这首诗词的理解吧。

蒙曼：王建的《新嫁娘词》给我留下
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三日入厨下，洗手
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中
国小女子的智慧、新嫁娘的心思、女性在
家庭的处境、唐朝的社会风情……全都
在这首诗里了。可以看到，十三四岁的
女孩子想进入一个家庭，需要付出多少
心思、多少努力啊。这其实是一个很沉
重的事情，但是诗人写起来非常灵动，完
全是白描的样子。我觉得，诗词最打动
人的地方就是这种意在言外、无限留白，
留白的火候把握、分寸拿捏，就全靠诗人
写诗的技巧和本事了。

彭敏：我对诉说人的本真情感尤其是
爱情的诗词印象深刻，比如南朝民歌《西洲
曲》。这是一首很长的抒情诗篇，从一开始
的“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到中间的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再到结尾的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一唱三叹，非
常柔婉，情感又非常真挚，将内心深处那种
对美好纯良爱情的向往和自然景物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

王子龙：印象最深刻的诗词是苏轼的
《念奴娇·赤壁怀古》。除了这首词本身描
述的风景和情感，“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
杰”这句也让我感动。群贤荟萃、百业俱
兴，正是对这千古名句最好的注解。

刘泽宇：在不同时期喜爱的诗词不尽
相同，但是一直以来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诗
经》中的《柏舟》。这首诗的意旨历来众说
纷纭，有人认为是写君子怀才不遇、受小人
欺侮而内心痛苦，也有人认为是妻子被丈
夫遗弃而不甘屈服。我常常用其中“我心
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
棣棣，不可选也”这几句来激励自己，告诉
自己不要轻易放弃理想，要认定目标，不屈
不挠，追求到底。

□本报记者 金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