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词对联等古典文学形式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务院颁布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尤其提到传统文化教
育的重要意义。为贯彻“意见”精神，
中国教师报联合湖南天华油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第一届“中国教
师诗词对联大赛”，旨在通过公开、公
平、公正的专业评审，激发教师钻研、
创作、教学诗词对联等古典文学的热
情，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教
育教学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现将相关事项公布如下：

参赛主题：
屈原、汨罗江二选一

比赛规则：
比赛分诗、词、联三部分，诗限

近体，新旧韵皆可，不得混用

投稿邮箱：
3066439154@qq.com

征稿时间：
2017年5月30日至8月31日

投稿要求：
1. 限中小学教师参赛
2. 来稿使用规范简化汉字，一

律采用电子邮件投稿，邮件内容请
直接发于文本框内

3. 请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
任职学校全称、任教学科、通信地
址、联系电话、qq号、微信号、个人简
介等相关资料

4. 严禁假托他人姓名投稿，严
禁抄袭、剽窃、代笔，违者取消比赛
资格并通告批评

评审规则：
1. 诗、词、联各评出金奖、银奖、

铜奖各1名，优秀奖5名
2. 比赛分为初评、复评、终评三

个阶段，各阶段候选作品将公布于
“中国教师报”微信公众平台

3. 终评将采用打分与评议相结

合的方法，参考网络投票，最终确定
各个奖项

奖项设置：
1. 金奖：价值2000元的湘天华

冷榨纯山茶油2.5L礼盒套装、全年
《中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2. 银奖：价值1500元的湘天华
冷榨纯山茶油 1L 礼盒套装、全年
《中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3. 铜奖：价值1000元的湘天华
冷榨纯山茶油礼盒套装、全年《中国
教师报》、精美书籍

4. 优秀奖：价值100元的湘天
华冷榨纯山茶油套装、精美书籍

5. 获奖作品均获得《中国教师
报》颁发的获奖证书

联系人：
金老师 010-82296735

010-8229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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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边上

斑 鸠
□余宛静

□周 萍

负暄琐话

喜欢陶渊明
□余志勤

无计山间住无计山间住
都说“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浙

江临安的指南村果真就是这样的“眉眼
盈盈处”。

我们入住的那间民宿，紧挨着山
脚。出门便是石桥，桥下溪流。正下着
雨，水声訇响。

这山，这桥，这水，都让我喜欢。儿
时住在北方的山村，门前也有石桥。水
大时，坐在桥上，脚尖能触到水花；岸边
石缝间迎春的枝条长及水面，一点点明
黄的花。抬头，见远山如黛、片云似羽，
溪涧升起轻薄的雾气，模糊了村头的那
株大杏树。身旁，湿润润的静。母亲在
园子里忙碌；鸽子在檐下咕咕地叫；有
风，轻轻从耳边拂过……

一个人在山里走。看见红尾的小鸟
落在水中青石上，专注着溪流，是不是发
现了一条小鱼？枝头仅余的一朵花，裹
在雨滴里，像琥珀，闪耀着鲜妍的诗意。
天放晴了，一群麻雀飞在树枝上，又高高
地飞起，掠过田埂，一只只落在护栏上。
想起顾城那首《叽叽喳喳的安静》：“一小

群鸟雀叽叽喳喳，她们在讲自己的事，讲
贮存谷粒的方法，讲妈妈，讲月牙怎么变
成了金黄的气球。”它们的话，许多人都
听不懂。我转身，又看见那个戴着红绒
线帽的小女孩，手里攥着几根长长的狗
尾巴草，也望着雀儿出神。阳光暖暖地
照在她身上，隔着悠远的时空，我们的眼
神那样相似。

也许，几十年后再次回到山间，最重
要的理由，就是想要重逢曾经的童年时
光。记忆里的童年没有声响，少有色彩，
只有那顶绒线帽暗淡的红色，像是大山
深处的一则童话。

走一条贴着山体的小路，路很窄，布
满苔藓。一边是潺潺的山泉，一边是落
差极大的河滩，偶尔会有一两块菜地，地
头放着提水担肥用的圆肚桶、长柄勺。
山路蜿蜒，草木荫蔽——有时是一丛翠
竹，凤尾森森，龙吟细细；有时是一树红
叶，婀娜斜欹，深情款款。阳光从叶隙间
漏下，铺满落叶的小路上听得见碎碎的
轻响。鸟雀呼晴，脆生生地隐在林中；扑

棱棱飞起，是长尾巴的山鸡，飞成空中美
丽的剪影。原来，真正的静谧是一种声
音。袁宏道在游天池时慨叹：两年尘土
面目为之洗尽。寻找一片寂静，是羁鸟
的渴望，也是每一个在尘世中不甘辗转
的人最热切的渴望吧。

头顶山壁上隐约一抹艳红，竟是映
山红，学名杜鹃。小时候，漫山野花中很
难寻到映山红，都说它长在深山极陡峭
的崖壁上。映山红茎似枯梗，无叶，花瓣
却纤柔。记得在大珠山脚下读书时，仿
杨朔的《香山红叶》写了一篇《珠山杜
鹃》，现在想来很模式化的仿写，语文老
师却大为赞赏，认为有杨朔之风。

忍不住拍了一张图片发给朋友。朋
友说：临安山水远比大珠山美。可为何熟
悉得让人心里酸涩？朋友回：因为想念。

或许，人的一生都是在前往一个地
方，许多时候并不知晓它在哪里，可能终
此一生也无法找到，也可能有一天发现，
它就在那儿。这条山路的尽头，应该连着
另一条弯弯的山道，那个红绒线帽的女孩

儿，就站在路口，她在等我，带我回家……
看见炊烟了，从青黑色的瓦楞上袅

袅升起。那只“会飞上树”的公鸡，正搁
在粗柴上用文火炖着，放了山里的小蘑
菇，香气一点点溢出来。小小的农家院
子，满是山上挖来的兰花，也许有人真心
喜欢，会移上一株带下山去，养在精致的
盆里。几株鸡冠花开在一只黑色红冠的
母鸡旁，艳艳地得意。

山村的夜，没有月亮，只山腰上远远
几点灯火。我们站在黑夜里，舍不得走开。

这个夜晚，枕着山泉，注定无法安
睡。想起一件事：作家学群去南糯山看
望马原，从山上下来时，看见前面一辆
车，屁股上有一行字——我的理想，农妇
山泉有点田。车在往喧嚣的市区开，想
起山上马原的院子，学群写道：它的理想
只能贴在屁股上。

岂止是它啊！
尘缘相误，咫尺天涯，原是最深的

无奈。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张家港市高级中学）

与人类最为亲密的鸟类当数燕
子。“旧时王谢堂前燕”，堂上筑巢，大
大方方，从大门中翦翦地飞来飞去，
一点也不畏惧。其实还有斑鸠——
我亲眼看见斑鸠在姑妈家窗台上筑
巢，这真是有意思的事情。

姑妈家南北窗台上都有盆栽，虽
然都是普通的植物，但斑鸠好像特别
喜欢它们，每年都来上面筑巢。有一
天，我正在姑妈家玩，斑鸠来了，咕咕
地鸣叫，声音低沉而有力度，好像在
宣告——我要来筑巢啦。

巢筑好后，斑鸠会生蛋，每次生蛋
两枚，白玉一般晶莹干净。生蛋之后，
雌斑鸠不会轻易离开，它日夜守望在
巢里，直到口干肚饿，才由雄斑鸠“换
班”，抽身去外面饮水觅食。孵化的时
候，雌斑鸠看起来十分艰难，有时还会
闭上眼睛，身子也斜欹着。我第一次
看见，以为它死了，一声惊呼，它却突
然睁开眼睛，黑椒粒一般。

要这样苦苦孵化14天，小斑鸠才
能出壳。出壳之后，雄雌斑鸠轮番哺
食，忙碌不已。它们哺食的方法别具
一格，先把食物消化，集中在嗉囊里，
然后再从嗉囊里带着涎水呕出来。小
斑鸠天生乖觉，见到父母张嘴，马上伸
长脖子到嗉囊里吞食。为了立稳身
子，大斑鸠不停地上下晃动，小斑鸠也
随之上下晃动，小翅膀一扇一扇的。

小斑鸠长得很快，几乎是上午和
下午都有变化。刚出壳是浅裸的，大
约3天长出黄丝丝，5天长出细羽，8天
长出粗羽，12 天全身羽毛就长满了。
13 天后，小斑鸠开始跳出巢来，或站
在巢沿上，或站在巢外的枝条上。

约14天或15天的样子，小斑鸠展
开翅膀离巢飞走。离巢之前，不远处
的大斑鸠啼鸣如雨，大约是在鼓励敦
促它们的儿女吧。离巢飞走的小斑
鸠有时会在不远处的树上或屋瓦上
停留一会，再跟随父母继续飞翔。

一月之后，两只大斑鸠又会回到
旧巢，它们衔来枯枝败叶盖在巢上，
又开始新一轮的孵化，周而复始。一
对斑鸠一年可孵 4 至 5 窝，除冬天寒
冷无食可觅外，它们几乎全年都在做
巢、孵化。

上学的时候，走过姑妈家阳台，常
常会听见斑鸠啼叫。它们的鸣叫有时
低昂，有时舒缓。我现在能听出一个
大概——斑鸠觅巢时鸣声雄沉，音节
短促，声震屋瓦。这时，姑妈就会告诉
我：你听，我们家的斑鸠要来了呢。

（作者系湖北省监利一中学生）

儿童节甫过，回想那些清丽明快、
充满童趣的古诗词，颇得会心之趣。
这些诗词内容贴近儿童的生活，读来
朗朗上口，从中可以看到童心可掬、童
趣盎然的样子，让人们体会到儿童的
单纯好奇，以及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
童真世界。

现在的儿童在家里往往“衣来伸
手，饭来张口”，古代却不是这样，他们会
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昼出耘
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
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这首宋代诗
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把乡村儿
童玩耍之余为父母分担劳动的形象描写
得栩栩如生。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

《清平乐·村居》里这样写道：“大儿锄豆
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
头卧剥莲蓬。”大儿和二儿都在忙活着，
小儿却横卧在溪头草丛，剥着刚刚采下
的莲蓬。短短数句，一个顽皮淘气的孩
童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

古时候的儿童生活在大自然中，他
们可玩的东西多得很。古诗词中描写
童趣最多的是游戏场景，比如钓鱼、捉
蝶、捕知了、放风筝等，这些熟悉的场景
让人们备感亲切，也表现出千百年来永
远不变的纯朴童心。南宋诗人杨万里
在《宿新市徐公店》一诗中是这样描写

儿童追蝴蝶的：“篱落疏疏一径深，枝头
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
花无处寻。”春末夏初，花落成径，菜花
飘香，蝴蝶翩飞，一个小儿正在追一只
黄蝴蝶。他左追右追，可那只黄蝴蝶跟
他玩起了“捉迷藏”，一下子消失在菜花
丛里，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我们可以想
象得出那位“急走”的小儿突然站住，又
在菜花地里东张西望的神态。此外，诗
人还在《闲居初夏午睡起》一诗中写出
了观看小孩“捉柳花”的兴致：“梅子留
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
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一个“捉”
字，把小童好动的形象刻画得出神入
化。从“捉”的动作中，读者可以想象，
小童在飘飞的柳絮中是如何欢快地追
跑、嬉闹的，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古代的儿童除了会玩之外，他们也
好客懂事。唐代诗人崔道融的《溪居即
事》一诗，展现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形象：

“篱外谁家不系船，春风吹入钓鱼湾。小

童疑是有村客，急向柴门去却关。”篱外
不知谁家一条无人乘坐的小船，因为忘
了系缆绳，被风吹进了钓鱼湾。正在水
边玩耍的小童，以为有客人来了，急急忙
忙回家去向大人报信。字句中，小童高
兴、慌张的心理活动由一系列动作体现
出来，流畅自然。

更有趣的是，一些诗词还描绘了古
代男女儿童之间纯洁的友谊，如李白的

《长干行》：“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
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幼男幼女一起
嬉戏、天真无邪的场景，让读者一下子联
想到自己小时候“过家家”的情景，也由
此诞生了沿用千百年的两个成语——

“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
古代诗词描绘的年代虽然都已很

久远了，但是这一首首生动的童趣诗却
能勾起读者对童年时光的回忆，真是别
有一番情趣。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临泉县城中南
路学校）

上下求索

古诗词中觅童趣
□牛 锐

初读陶诗，被他的“带月荷锄归”一
句所打动，因为这是儿时常见的情景
——戴着草帽、打着赤脚的父亲扛着锄
头回家了，手上扛着一把从地里摘下的
菜青。他一回家，便是灶膛里噼里啪啦
乱窜的火焰，便是菜下锅的声音，便是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场面。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个时
候，最喜这句。下过雨后，可以看见隐隐
青山，没有菊花不要紧，屋外有樱花、梨
花、油菜花、成片的橘子花……我甚至要
求父亲在池塘边种上石榴树，石榴开花
时，火红的生动点燃了整个乡村。

因为陶渊明的关系，我的心里多了
一样东西，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美。为
了这种模糊的美，我的目光已经不在眼
前了，看着鸡栖于树，看着鸭鹅成群，在
那里欣欣然吟诵着“鸡鸣桑树颠”的世
外桃源。

因为陶渊明的关系，我对乡村的记
忆里又多了一些“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
烟”的味道。即便来到城市，心灵里也安
放着一个田园，四时花开，风吹松动，云
蒸霞蔚，万物皆得自在。因为有了这份
自在，我不太在意终日挤公交车，不太在
意四周的脚手架和忙碌的吊塔。

回想起来，我其实一直靠想象安居
在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安静、和谐、
远离纷扰。尤其是暮色降临、众鸟归巢
之时，总会不由得忆起从前的乡下——
树旁池边、檐下屋前，众鸟翻飞，那些都
是大自然的馈赠。

此时，抬头望天，忽然觉得那群鸟
儿还带着乡下的土气。它们跟随着夕
阳跌进远处的暮色，让人无端地对夜期
待起来。鸟儿拥挤在一起一定很温暖，
人也需要互相依偎，做个好梦才行。即
便失眠，想到乡村的鸟，三更醒来，可以
衔缕月色入眠，可以啜饮清露，可以与
叶私语，心里也甚欣慰。

我想，这就是喜爱陶渊明的理由吧！
因为他的诗，可以轻松抵达诗意的

远方，靠着想象，让一切变成理想中的
样子——狭仄的田埂，带露的禾苗，倦
飞的归鸟，东篱的菊花——万物都在自
己的空间里。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香
城中学）

你是我的眼
那一刻

我看到了埃菲尔的塔尖
从凯旋门穿过

樱花飘落的日子，富士山
纯洁的白，犹豫的天

你是我的手
手心里一些不愿放下的秘密
全抛在青海湖或康河的水间

推开宿舍的门，插上遥远的网线
敲击着思念的键盘

指尖上还染着熟悉的蓝
你是我的脚

故意踩了我之后，放心地走开
走去塔克拉玛干，去寻最美丽的泉
乞力马扎罗的雪一定甘心你去踩
最高的峰上测量你生命的长和宽

而我，背着手，徜徉在黄昏里
嘴里念叨着，你曾背错的诗句

背后是中学，泰山
你是我的嘴

可以尝到酥油茶、青稞酒，还有
上海红房子的大餐

抑或西湖的龙井、落基山的冰川
像曾经你放在我桌上花了嘴巴的芒果

散发清香的槐花儿、汽水、棒棒糖
酸酸甜甜

你还会念书，念一些我已经不懂的书
一如我当年背着手站在你课桌旁的威严

你是我的心
放飞你之后，胸膛里只跳动过惘然

某一个清晨或傍晚
一条短信或一个身影，飘到我身边

说：老侯，这个字怎么念
说：我想念你的脸，还有，还有

狰狞里的温暖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泰山中学）

物语

你是我的
□侯世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