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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骧写过一篇了不起的文章，

《姿与 gesture》，讨论诗的语言本身的

姿态。陈世骧说，一首好诗的生成，都

会有最基本的情意的表达。受这一总

体情意的支配，他的身体和意识中就

会起一种总体的姿态，这个姿态和原

始人想要表达情思的时候全身肢体和

口腔一起做出的姿态是同一的。有人

说原始人出口就成诗，后来由于人的

神经感觉越来越复杂，世界上的事物

也越来越繁复，本来是简单的生理姿

态的表达，现在要从广大的语汇中选

择构成语言，所以诗的语言特别微妙，

变成一种心灵的姿态。

的确，人一旦进入忘我的状态，基

本的情意姿态便笼罩并渗透一切。比

如人们激赏的莎士比亚《麦克白》最后

进入出神阶段的恍惚，Tomorrow，and

tomorrow，and tomorrow（明天，又一个

明天，又一个明天），那绝望中的呆滞表

露无遗。当我们开口说话，语音也就自

然配合了情意的表达。我们唇齿的开

合收放，舌头和前后腭的位置移动，都

是具体而微的肢体语言。肢体语言是

下意识的流露，不会骗人。陈世骧举了

李清照的《声声慢》为例来说明，以开头

那十四个叠字笼罩全篇。至于后文如

何相应，夏承焘在《唐宋词字声之演变》

中讲得最全面而细致：

易安词确有用双声甚多者，如《声

声慢》一首，用舌声共十六字：难、淡、敌

他、地、堆、独、得、桐、到、点点滴滴、第、

得；用齿声多至四十一字，有连续至九

字者：寻寻、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时、

最、息三、盏、酒怎、正伤心、是时、识、积

憔悴损、如、谁、守、窗、自怎生细、这次、

怎、愁字。全词九十七字，而此两声凡

五十七字，占半数以上。当是有意以啮

齿丁宁之口吻，写其郁悒惝恍之情怀。

宋词双声之例，此为仅见矣。

诗人就是要选用最吻合诗情的字

眼，用声音来配合意义的表达。最好

的诗人总能让一首诗成为意义与声音

巧妙结合的有机体。语音本身与特定

的心理效果之间有对应性。如ou韵母

较柔，r 声母最轻，所以“柔”“软”“弱”

听上去天生就柔软柔弱。而 ang 音较

亮，“刚”“强”“壮”的声音也硬朗。你

要是说到“瓜”字，嘴巴就长大了；说到

“果”字，嘴巴就包圆了。王力的《汉语

史稿》说古代m声母的字，如盲昧茂密

冥蒙渺茫梦霾暮灭等，都与黑暗的意

思相关。是不是因为发音时口唇先须

闭合，给人郁卒之感呢？

从古以来，诗就是一种听觉的艺

术。它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组合，有音

韵、格律、节奏、旋律，即《文心雕龙·情

采》所 谓“ 五 音 比 而 成 韶 夏 ”的“ 声

文”。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

义。但我们现代诗特别强调意象和意

义，声音上至多留意口语的语调，而对

单个字音以及整体的声音图式的设计

很不上心。何况从阿波里奈尔的具象

诗出现后，或者更早一些，从马拉美为

《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一诗做

特别的排版之后，诗的视觉性渐渐占

了上风。我们现在读诗，往往强调诗

的空间形式。加上现代诗人普遍重意

象而轻声音，突出语词的感性呈现和

隐喻的复杂设置，却不大在意诗的节

奏的长短、旋律的缓急，以及语词的音

质音色的呼应与变化。诗人不谙声音

之道，或许是当代读者于新诗不亲的

主要原因吧。

但凡只要是两句好诗，声音也好，

我们便忘不了，比如北岛的《回答》：“卑

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

的墓志铭。”以及顾城的《一代人》：“黑

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

光明。”这些诗句最打动人的地方，首先

是单纯的意象与深长的意义形成冷峻

的张力。声音有没有帮助？当然有。

简单分析一下，音韵最基本的规律，即

重复与变化，已经在起作用了……

比如说李清照的《一剪梅》。这个

词调，《莲子居词话》和《白雨斋词话》

都说它历来被认为俗调，最不易工，词

人还是不填为好。吴世昌《词林新话》

解释说：“《一剪梅》上下片各六句，句

句平收，声调低落，意绪消沉，不易为

之”，但李清照却将它写得美到极致。

下面我将这首词特地做分行排列：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

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

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

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

心头。

香、玉、罗、兰、花、锦、云、月、水、

楼，古典意象之最美者尽萃于斯，难怪

前人评此词为“精秀特绝”。又评其

“低回宛折”，说的便是情意姿态了。

就语言形式而言，七四四，七四四，仿

佛优雅的舞步：七个字往前走，然后，

四个字一徘，四个字一徊；再七个字往

前走，又四个字一徘，四个字一徊。在

行进和徘徊之间，真是顾盼生姿。

声音移人，绝不能掉以轻心，不信我

们试着把每行最后的四字句拿掉一个

字，将它变成一首七言诗，意思都还在，

但韵味就彻底变了，整首词也就坍塌了：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上心头。

调性完全不对了。由此可见，节

奏以及扩展而成的旋律简直是一首诗

的生命。

（选自江弱水《诗的八堂课》，商务

印书馆2017年1月第1版）

语言的姿态

江弱水，1963年生于安徽青阳，浙江大

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诗的八堂课》是关于读诗、写诗和论

诗的新著，备受好评。作者兼具不凡的学

养和文心，在当代学者中堪称翘楚。

选文，是该书“声文第三”的一个片段。

讲的意思，一读便了然：语音，亦表语意。作

者以李清照词等作品为例，别开生面、妙趣

横生地向我们展现了文字的魅力、语言的魅

力、文学的魅力和阅读的魅力。阅读这本

书，既得见识又得愉悦。

陈世骧、夏承焘、吴世昌，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延伸阅读。

（任余）
随看
随想

□江弱水

每周推荐

让学生幸福的老师
□许胜利

关键人物

我的学生时代，有两位教师令我

印象深刻。

一位是谭老师，教我初中政治，他

是一位极其负责的老师。当时我们整

个年级三个班，所有班的政治课都是

他教的。谭老师讲课很有激情，课也

讲得很精彩。

谭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格，

政治课许多知识必须识记，可是我们

压根就不领他的情，也不按照他的要

求背诵。

学生贪玩，谭老师自有一套办法

对付我们，每学完一课就进行单元检

测。可是三个班不可能同时进行，也

就给我们制造了机会。同学们也想

对付谭老师，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投

机倒把”。

一次，我看见同学小杨将课桌靠

胸部的那块木板拿掉了。我很好奇，

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很直

白地告诉我：“这样做是为了方便抄

袭。”我知道他的意思，也要求他给我

弄一下，他二话没说，一拳下去就给我

弄好了，我们都很得意。

当时，谭老师在别的班级考试完

后，就马上在我们班考试，班上的同

学也真神通广大，马上就有了选择题

的答案。谭老师在监考的时候，突然

要我们伸出手来，许多同学都让他弄

了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手上都写了

选择题的答案。谭老师对他们挥挥

手，那些同学只能乖乖地站到讲台上

去了。

谭老师将每个人的课桌看一遍，

只要有蛛丝马迹，一个也休想跑掉。

关于背诵，谭老师在课堂上经常

点同学回答问题，要是回答不出来，就

会“大刑伺候”。他准备了一个很宽的

竹鞭子，在严寒的冬天，抽在手上很

痛，但是这样一点也不影响同学们的

心情，只要下课铃响起来，那些挨打的

事情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没有谁因

为挨打而影响自己玩的心情。

尽管谭老师很严格，可是我们都

挺感激他的，没有一个学生怨恨他，我

们都觉得他是很好的老师。后来，我

们才慢慢体会到，谭老师是要我们成

为一个踏实的人。

另一位胡老师，是我们学校分管

教学的副校长，他教我高中数学。这

个人不苟言笑，几乎很难看到他的笑

容。胡老师教完我们那一届就退休

了，他个子不高，脸很宽，再加上严肃的

表情，让人一看就会产生畏惧心理。

众所周知的是，胡老师从来不用

数学参考答案，所有的题目都是自己

一路做下来，有几种方法就做几种方

法。他这种严谨的教学方法让许多教

师自叹不如，正是因为这样，胡老师的

教学能力堪称一流。

他讲立体几何的时候，知道我们的

空间想象力不够，于是就地取材，利用

教室空间作为模型，那真是一绝。我高

中数学学得不好，唯有立体几何是我的

强项，这都得益于胡老师的教诲。

胡老师让人敬畏的事，就是当众

责罚自己女儿的事情。胡老师的女儿

非常优秀，成绩在当地排名第一。他

的女儿上高二时，一次胡老师冲进教

室，一把将女儿手中的书撕个粉碎，原

来他的女儿正在看杂志，也就是所谓

的“闲书”。很长一段时间，连女儿都

不与他说话。

这样的人，谁能不害怕？我在他

的课堂丝毫不敢开小差。胡老师让我

明白了做事要严谨认真，学习要踏

实。现在我努力工作，只是希望不辜

负老师们的教导。

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幸遇到谭老师

和胡老师，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到了

许多知识，还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真的

很幸福。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

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1月1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你亮亮的眼神呢
□毕会芝

师生之间
教室里很安静，不像坐着一群六

七岁的小孩子。我走上讲台，扫视全

体学生，迎接我的是那么多亮亮的、

清澈的眼神。新奇的、羞涩的、害怕

的，但无一例外都那么清澈。眼睛是

心灵的窗户，这句话说得真好！我透

过这些一尘不染的窗户，看到了纯

真，看到了希望。

对什么都好奇，明亮的眸子里闪

耀着神采；什么都想问个为什么，叽叽

喳喳的，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小鸟。

随之而来的是一年级常规训练：

怎么坐、怎么站、怎么听讲、怎么完成

作业。初期还是兴致盎然的，但天天

如此，枯燥、烦琐，难免有做得不好的，

我也失去了耐心。训斥，声音前所未

有的大；发火，表情前所未有的狰狞。

可那情那境，我以为是必须。

我看到有的学生垂下了眼帘，眼

睛与眼睛的对话少了，心灵的窗户有

的关闭了。

我意识到自己失态了，马上调

整。语气委婉、态度和蔼，教室里立刻

又是亮晶晶的一片，我长吁一口气。

单元考试了，成绩出来了。看到

末尾的不及格分数，我又上了火。单

独辅导时，又忘了先前的错误，调子不

自觉高起来，指着错题的手“当当”地

敲起桌子来，我又看到了孩子的惊

恐。下了课，与这个被训的学生走了

个对面，他“哧溜”就从我身边溜过去

了，没有抬眼看我，没有惯常的问好。

忙乱的工作多起来，渐渐地忘了

上面发生的事。单元考试多起来，渐

渐地又多了几个被训斥的学生。见了

面“哧溜”跑掉的越来越多，孩子们说，

我们的老师真威严！

课堂上，“小窗户”关闭的越来越

多。我不能直视他们的内心了。原来

的清澈见底，变得浑浊了，有隔膜了。

我心生担忧，感到了自己的无情。

我极力想挽回，但经过无数次的

反反复复，有的学生已经习以为常。

就像玻璃被沙子磨过，留下许多永远

擦不掉的痕迹一样。

我痛心疾首，可又力不从心。60

多个孩子，家长放心地交到我们手里，

除了严加管教，我们又能做什么？我

感到了自己的无能。

期末复习到了，这种状况达到了

空前。一堂接一堂的复习课，各个任

课教师的“轮番轰炸”，许多学生疲于

应付，眼神黯淡了，空洞了，失去了先

前的好奇，有的孩子眼神游移，有的低

头发呆，有的若无其事，能和老师进行

眼神交流的有一半就不错了。

我不断地自责，但又丝毫没有放

缓匆匆上课的脚步；也曾冒出放宽要

求的念头，但一想到考评，又一次次无

奈作罢。

近日读到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

玉先生的一段话，心中像一道闪电划

过，他认为中国的中小学关注的是塑

造，“就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具，把原

料注入到模具中，然后出来的就是流

水线上规格相同的批量产品”。天

哪，原来是我的“塑造”磨去了你们最

宝贵的个性，也浇灭了你们对求知的

热情，可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呀！

失去了你们那亮亮的、清澈的眼

神，我的存在似乎失去了意义。尽管

艰难，我仍要不断反省，不把你们注入

同样的“模具”中，因为你们每个人都

那么与众不同。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莱芜市第一

实验小学）

电影《芳华》热映，在又一次集体致青春的热潮中，我独自黯然，不得不

慨叹岁月无情，青春不待。

电影反映的部队文工团军旅生活，对于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来

说，虽然没有太多的印记，但在一幕幕定格的历史画面中，同样能找到过往

的踪影，感同身受。

1998年秋，我初上师范，生命中的“芳华”悄然绽放。中师生大多出生

于农村家庭，十分珍惜勤奋刻苦换来的人生第一次远行。若干年后回想，

这次远行也决定了大多数人平凡却也执着的一生。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赶上了定向委培的最后一波，没有高考及就业

的压力，特别是当初的时代对教师职业近乎完美的歌颂，让我们觉得荣

耀。至今回忆，仍能想起上学时的模样，钢琴、二胡、小提琴、三字一话，篮

球场、音乐楼、礼堂；说唱课、队列训练、迎新晚会、基本功过关……情景如

同电影呈现的那样，节奏欢快，色彩斑斓。

中师生，既是生又是师。上学除了文化科目的学习，更多的是我们自

导自演的自助学习、冥思后的顿悟以及在嬉笑怒骂间心智的成长。

入校时的军训，是对口班级的队列训练，饭前午后、大课间，师哥师姐

抓紧一切机会让我们练队列、走正步、喊口号——“淳朴严谨文明奋发”“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一次次、一轮轮，每天汗流浃背，但也欢歌笑语。

每天说唱课30分钟，学生轮流主持，唱着走调的流行歌曲、调侃着青涩

的青春，成语接龙、击鼓传花、视唱练习，每当“新闻联播”准时响起，你是不

是还沉浸其中，独自发着呆呢。

音乐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学得最辛苦也是最认真的一门学科，从简谱

不识到五线谱清唱，从“万马嘶鸣”的二胡运弓到活跃在弦上“万马奔腾”的

《赛马》，还有坐在钢琴旁，从两手“戳鱼”练音阶，到最后“水边的阿狄丽娜”

从指间流淌——如今我们在 KTV 声嘶力竭，纪念青春时会不会感谢曾经

的过往，感谢音乐老师把自己拎到讲台前一遍遍试唱呢？

“三字一话”是师范的必修课，多少个周末，小凳子、小黑板堵塞了阳

台，一笔一画、一竖一横，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王羲之——激情澎湃的

年华却也练就了内心的宁静、从容，时间就这么在指间慢慢流过。

教育实习时，还记得我们初上讲台的模样，虽然言语稚嫩、能力一般、

内涵不足，但如果坚持当时的心境和理想，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教师吧。

……

当然，青春总回避不了荷尔蒙的味道。当年的怦然心动、青涩思绪，在

岁月的积淀中是不是如醇酒般而历久弥香。至今回想，是不是仍能撩动心

弦，黯然神伤？

岁月是柔软的，也是无情的。毕业，就业双选。从此命运殊途。留在

城区、落魄回乡、改行转业，在“规则与实力”面前，有些人也不再有高昂的

志气。

随着教育改革的步伐，许多中师学校开始转型，或撤并，或向大学靠

拢，在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师范生芳华放尽的时候，学校的芳华也已落

幕。中师已经丢掉了原来中师的味道。

年华老去，规则、公平、爱恨情仇都不再重要。正如一位老师所说：想不

通的事情要想得开。人生总有无能为力的时候，只是我想——曾经自认为

优秀的你，还能够自认为优秀就够了。至于别人如何认为，那是别人的事。

谨以此纪念逝去的师范生活、师范学校和一起走过青葱岁月的我们。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政府）

一代中师生的芳华
□李晓东

成长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