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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诗词的情感切入点探寻诗词的情感切入点
□徐志耀

康明义 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中国民族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我的
画廊

银杏的记忆源于我的少年时代。

那时，堂姐在读高中，一片叶子

从书中掉落，通体金黄，形状就像一

把展开的折扇。她拿着这片叶子，

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你们没见过

吧，这是银杏叶，秋深时，叶子就会

变得金黄，风一吹，就像一群金色的

蝴蝶，打着盘旋，飘飘洒洒。”接着，

她不无炫耀地说：“这种树只有我们

学校才有，我们都把它当宝贝呢！”

堂姐的一番话，在我幼小的心里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暗下决

心，要去堂姐的中学读书，一睹那棵

银杏树的风采。

后来，我真的到了堂姐的学校读

书。每当秋风渐起，夕阳流金的时

候，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便会不约

而同地坐到树下温习功课。袅袅微

风掠过，树叶飘落纷纷，落日余晖中，

场面极为壮观。此时的我们，学习上

的压力、生活中的烦恼，顿时都消失

得无影无踪，青春的思绪也随着飘飞

的杏叶奔向远方。

有时候，老师会把我们带到树下，

讲学校的历史，讲银杏的经历——原

来，学校奠基时，创办人桂瑞藩先生亲

手栽下这棵银杏树。从此，这棵树与学

校一起成长，数十载春秋，银杏叶绿了

又黄，黄了又绿，见证了多少农家子弟

成为俊秀儿郎，多少贫困家庭看到生活

希望。听了老师的讲述，我们打量着眼

前的银杏树，觉得秋阳下一身金黄的银

杏树顿时高大起来。

又见银杏叶儿黄。可是，当初用

银杏叶作书签的堂姐已经远渡重洋，

定居他乡，当年与我一起树下攻读的

同伴，也都风流云散、各奔前程了。

只有我一个人在树下静静地观望，细

细地咀嚼往事。树下的故事还在继

续，但故人却远在千里万里。岁月流

年，不知平日阅读的书中，是否还存

有金黄的银杏书签；每当“西陆蝉唱”

之时，是否还会像吴下季鹰那样，心

生“莼鲈之思”。一切诉诸语言的回

答都显得那么多余，银杏树以它扎根

大地、昂首云天的巍峨，永远挺立在

那些曾在树下攻读的学子记忆之中。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进贤县李渡中学）

又见银杏叶儿黄
□邹汉辉

人生边上

诗词传承数千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璀璨的明珠。为了更好地让诗词与教育相融合，引导教师通过生命体验获得审美
体验，而不是仅仅将诗词教育作为一种“技术训练”，周刊推出“诗教点滴”系列策划，分享诗词鉴赏、诗词创作等方面的心得，希望
以点带面，推进诗词文化发展。本期，让我们走近江苏省南京市弘光中学教师徐志耀，看他如何从“情感”切入，抓住诗词的灵魂。

“湘天华杯”全球
诗词大赛启动

日前，第二届“湘天华杯”全球

诗词大赛正式启动，著名学者饶宗

颐、叶嘉莹、郑欣淼担任比赛顾问，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名诗人、学者

出任各级评委。据介绍，比赛分为

诗部和词部两部分，均包括初评、复

评、终评三道评审程序，突出文学性

和艺术性，让古典诗词之美在当代

熠熠生辉。评委周燕婷是广东省第

十中学教师，她更看重比赛在青少

年中的影响力：“目前，有许多大学

生、中学生加入到诗词创作队伍中，

他们思维活跃、紧随潮流，给古典诗

词带来一股新鲜血液。”

首届比赛中，参赛者魏新河依靠

一阕《八声甘州》拔得头筹，评委湖南省

文史馆馆员熊东遨认为，词作起句“是

何人刻意作西风”有辛稼轩“更能消几

番风雨”的况味，结句“西山上，看随阳

雁，送尽斜晖”则以景传情，余意无限，

“既传承了古典诗词的韵味，作者又能

自出机杼”。

“古典诗词源远流长，几千年来，

涌现出许多伟大的诗人和脍炙人口的

诗句，举办诗词大赛的目的，就是激发

社会各界的诗词创作热情，继承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比赛组委会

执行主任刘代亮说道。

（曾俊甫）

汕头金平区中小学灯谜
邀请赛决出“金虎奖”

近 日 ，广 东 省 汕 头 市 金 平 区

“2018年中小学生灯谜邀请赛”活动

在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举行，金平

区宣传部长蔡英姿、金平区教育局党

委书记蔡少文等嘉宾出席了活动。

本次比赛赛题以“开埠文化”

“文明汕头”“美丽金平”为主，引导

学生在灯谜竞赛中接受文明熏陶，

领略开埠文化，感受美丽金平的魅

力。比赛分为中小学两组进行，每

组分别有 8 所学校参加。经过紧张

激烈的角逐，汕头市嘉顿学校和汕

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分别获得中小

学组“金虎奖”。比赛现场还同步举

行灯谜展猜活动，吸引各校学生踊

跃猜射。

“本次比赛的目的是更好地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金平区的传

统文化教育特色。”蔡英姿介绍。

近年来，金平区十分重视灯谜

文化，努力在校园普及灯谜知识，发

现并培养灯谜人才。全区各校掀起

学习灯谜热潮，共有 40 多所学校坚

持开展灯谜社团活动。据介绍，私

立广厦学校、浮西小学等十几所学

校将灯谜引入“第一课堂”，尝试将

灯谜与语文、历史等学科相结合，还

有一些学校聘请灯谜专家长期到校

任课。

“灯谜文化丰富了金平区教育内

涵，进一步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推动了金平教育的特色内涵发

展。”蔡少文说道。

（郑泽蓉）

对于古典诗词，当代人囿于环境

和积累的限制，很难真正理解诗词中

所反映的情感，自然也就无法理解表

达这些情感的字句之妙。作为教师，

要想让学生深入理解诗词，必须找到

准确的切入点，而切入点的选择，不

仅要符合诗词这一文学体裁的特点，

还要与学生的学习状态相结合，从而

引导学生读诗词、赏诗词、写诗词。

挖掘诗词深度

诗词的深度体现在字句品读，然

而许多时候，我们经常把古诗词中的

名句看成一个个孤立的字句，却忽略

了其在全篇中的作用。

挖掘诗词的深度，必须将文本看

成一个整体。以岑参的《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为例，大家津津乐道的是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一联，却忽略了诗里自始至终笼

罩的惆怅、惜别之情。因此曾有人

指出，这一联并非表现欣喜之情，而

是体现诗人内心的悲凉。要想理解

这一联的内涵，必须将其与全诗的其

他部分联系起来。这是一首七言古

诗，但起承转合的痕迹依然明显：开

头一联为“起”，写出北地严寒之疾之

烈；后一联为“承”，承接寒风而来，却

又转出欣喜之感；其后五联又“转”了

两次，“将军角弓不得控”至“瀚海阑

干百丈冰”，自严寒中转出愁绪，而

“中军置酒饮归客”至“风掣红旗冻不

翻”，又转出了热烈酣畅的气氛。由

此可见，全诗始终由愁与喜两种情感

交织在一起。结合诗题可以得知，诗

为武判官而写——武判官自西北前

线归京必有重用，他的内心应该是喜

悦的，而岑参此时还困顿不堪，自然

感到悲苦孤寂。两种情感相互交织，

最终在最后两联合为一体。唯有将

诗句放入全诗中品读，才能真实地感

受到诗人的情感，从而理解诗句的真

正作用。

诗人在一首诗中表达的情感往往

会有变化，情感变化正是诗词深度的

体现之一，我们一定要关注诗词的情

感起伏，才能真正挖掘出诗词的深度。

拓展诗词广度

诗词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是有

着源起、发展及呼应的。诗人不是

孤立的存在，所作诗词与生活环境、

个性特征及创作特色密切相关。因

此，解读诗词不应仅仅局限于诗词

本身，而是要放开眼界，拓展诗词的

广度。

拓展诗词的广度，自然要了解诗

人生活的年代，把握其创作背景。仍

以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为

例——岑参，其曾祖父岑文本、伯祖

父岑长倩、伯父岑曦都曾官至宰相，

岑参的父亲为上州刺史，亦是高官。

岑参家世显赫，本人又进士及第，在

当时应是非常受重视的。然而，岑参

只当过一些较低级的官吏，他自然不

甘，尽管“双袖龙钟泪不干”，还是毅

然出塞。由此也就能理解，武判官的

归京对岑参有多么大的刺激。理解

了写作背景，诗词中的情感起伏也就

顺理成章了。

拓展诗词的广度，还需要一个一

以贯之的线索。比如，理解苏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可以将词

的下阕与《记承天寺夜游》比较，虽然

诗人笔下的月光一动一静，但内心最

终归于平静；还可以引入苏轼晚年自

海南岛回归时所作的“云散月明谁点

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通过比较就会

发现，乐观豁达的心境一直伴随着苏

轼，这才能使他平静地面对一切打

击，安然自得地生活于恶劣环境之

中。如此比较，不仅拓展了诗词的广

度，将诗人的生活经历自然引入，也

展现出诗人内心一以贯之的精神和

深邃情感。

普及创作规律

从鉴赏到创作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当学生有了一定积累，教师

就可以引导学生创作诗词。我一般

是从对联开始，帮助学生培养语感，

掌握古诗词的构词和行文方式，初步

了解对仗和声调规则。

格律是诗词创作的重要环节，

平仄交错会有韵律起伏的美感，押

韵则可以让诗句之间相互呼应、相

互回环。当然，教师在讲授格律知

识时，应该尽量简单化、规律化，不

要过度展开以免让学生感到枯燥。

熟悉格律最好的方法就是经常创

作，然后进行检查校对，久而久之就

能熟练掌握了。

一般情况下，我会引导学生写

眼前之景，例如海棠、秋天等，要求

他们先思考描写对象最打动自己的

是什么，然后思考如何让自己的情

感贯穿诗词，最后再引导他们检校

平仄，思考如何调整字词，使诗词的

文字更加蕴藉典雅，也更加符合格

律要求。

对于诗词创作而言，积累、创作、

修改的过程都很长，往往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写出符合要求的诗词。但是，

只要能够迈出第一步，就会渐入佳

境，不断有新的心得和收获。

激发创作灵感

诗词创作的关键在于两点：找到

内心的感动、体现气韵的贯穿。

钟嵘在《诗品序》中指出：“气之

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

咏。”感动诗人的，往往是一个细节、

一个片段。创作诗词之前，先要找到

这个细节或片段，然后以诗的语言将

其表现出来。以写海棠为例，海棠自

身的形状色彩、生长环境等都是创作

的素材。因此，作者在观察时不能仅

限于一个点，而是要观察一条线、一

个面、一系列过程。比如，郑谷的“秾

丽最宜新著雨，娇饶全在欲开时”，便

是通过海棠不同的生长环境描绘海

棠之美，李绅的“浅深芳萼通宵换，委

积红英报晓开”，则是通过海棠不同

时刻的生长描绘其形态。当然，创作

也离不开想象，郑谷诗中亦有“莫愁

粉黛临窗懒，梁广丹青点笔迟”之句，

想象美女与名画师在海棠前流连忘

返的情景，将海棠的娇美又提升了一

个高度。

诗词是一个整体，不应当将之

割裂，因此气脉贯穿十分重要。以

许浑的《秋日赴潼关驿楼》为例：“红

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

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山迥，河声

入 海 遥 。 帝 乡 明 日 到 ，犹 自 梦 渔

樵。”中间两联境界开阔、意趣高昂：

残云归聚，疏雨乍过，翠色随山而延

绵，使原本有些衰败的秋季显得生

趣盎然，“河声入海遥”一句联想到

海纳百川，诗人在奔赴京师途中充

满期望。最后，作者在尾联上笔锋

一转，寄托自己的渔樵之志，这种看

似矛盾的情感也与景物融为一体。

教师引导学生写诗时，一定要注意

气韵贯穿，提醒他们首尾相通、情景

交融，还要让他们尽量表达自己的

真情实感。

上述几点当然不能涵盖诗词鉴

赏和创作的全部内容。想要真正理

解诗词，离不开丰厚的人生阅历和文

化素养。但是，对于正处在积累阶段

的学生而言，教师通过恰当的切入

点，可以引导他们触及诗词的精髓和

内涵，也为他们今后诗词文化素养的

不断提升铺设了坦途大道。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弘光中学）

书，是用来看的，用来读的，但

以书邀媚权贵，历史上竟也不乏其

人。唐代的杨浑之，在科举无望之

际，没有进一步努力，而是想到有

权有势又喜好书籍画图的宰相段

文昌，于是便“尽以家藏书画献文

昌，求致进士第”。段文昌收到厚

礼后，竭力保荐，果然让杨浑之过

足了官瘾。

唐代还有一个喜好收藏古书

的高官，那就是中书侍郎王涯。但

王涯的许多图书都是用手中的官

爵换来的。《旧唐书》是这样评价王

涯的：“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

以官爵致之。”这样的名声传出去，

那些家有藏书又喜欢加官晋爵之

人，自然趋之若鹜。

与唐代相比，明清两代以书邀

赏、拿书换官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

及。据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

记载，明武宗喜好元人词曲杂剧，

因此“有进者即蒙厚赏，如杨循吉、

徐霖、陈符所进不止数千本”。以

书邀宠竟邀到皇帝家里，真是闻所

未闻。

其实，古代给皇帝送书之人，不

仅是杨循吉、徐霖、陈符这几个。清

代乾隆年间，高江村闻知汲古阁藏

有朱性甫手书《铁网珊瑚》一书，便

托徽商戴姓者许以重金急购，以便

趁高宗南巡时献上此书以获封赏。

无奈，当时的汲古阁主人毛扆坚辞

不允，高江村最终也没能如愿。

何煌在其跋明抄本《演繁露》

题识中，也揭露了一桩献书丑闻。

康熙时期，蒋杨孙因赴试不第，久

困京师以致生计难继，迫不得已将

自己随身携带的300余本宋版书出

售，有吉水李氏者乘人之危，将这

些书全部据为己有但不付分文。

后来，李氏子孙将这些书献给巡

抚，这批“不义之书”竟给李氏家族

换来了荣华富贵，真是岂有此理。

更有甚者，自己的书被人送

给皇帝，还不敢说出对方姓名，清

代朱锡庚就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朱锡庚的父亲朱筠素喜好藏书，

在他南下担任安徽学政后，将家

中藏书委托给门人吏部主事程晋

芳、礼部主事史容积收贮。四库

开馆后，朱筠将家中藏书的书名

开列出来呈奏乾隆，表示愿意将

这些书呈献给四库馆。可是，当

乾隆命馆臣按单索书时，没想到

这批书早被程晋芳借给别人，而

那人又以自己的名义抢先呈给四

库馆，让朱筠好不尴尬。这个献

书之人肯定权势不小，以致几十年

后的道光三年，朱锡庚在回忆此事

时，依然不敢指名道姓，真是“有苦

说不出”啊。此事被傅增湘记载在

《藏园群书经眼录》中，有兴趣的人

不妨一阅，仔细地考证考证，查查

这个不义之徒到底是谁。

购书藏书本是雅事，朋友之间

相互交换、赠送也是常有之事，但如

果目的不纯，那么雅事就变成了丑

事，书籍也就成了“不义之书”。

“不义之书”
□刘绍义

负暄琐话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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