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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诗不可太急切学诗不可太急切

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有妇人

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

杜复生，必为低首者。”人生自有诗

意，内心的一点灵犀、一缕情丝便是

诗意的萌芽。对于正处在敏感期的学

生而言，诗词创作会让他们的精神世

界更加丰盈。由于诗词需要一定的

“专业门槛”，教师的引导就显得非常

重要，一定要明确诗词创作的内容、

目标、步骤，才能让教学有条不紊地

展开，让学生循序渐进地学习。

在平淡的生活里发现诗

对于学生而言，诗词应该写什么

内容？这应该是一个具备合理性、全

面性、延续性的整体规划。我在诗词

教学中，给学生设计了以下几部分内

容：自然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

类之盛；人情篇——人情练达即文章；

生活篇——生活即艺术；思考篇——

我思故我在。

“自然篇”侧重对山川草木、虫鱼

鸟兽的观察和感发；“人情篇”侧重对

亲情、爱情、友情、师生情、同学情等情

感的抒发和感慨；“生活篇”侧重描摹

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感受；“思考篇”侧

重表达自己对人和事的看法。

这些专题之中，“自然篇”最为重

要。自然是诗歌的源头活水，善于体

物、善于达情，写诗就成功了一半。对

于诗词而言，写景咏物是基础，与自然

不隔方是真境。因此，教师应该鼓励

学生观察自然，观察物候的变化，从自

然随笔开始写起，这些随笔可能就会

在某种触发下升华为诗。“物色之动，

心亦摇焉”，春天的第一朵花开，夏日

的第一声蝉鸣，秋天的第一片叶落，冬

天的第一场雪飞，在敏于观察的人眼

里，都会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袁枚说“诗境最宽”，不仅人人都

可以写诗，事事也都可以入诗。杜甫

既写过“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

大境，也写过“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

斜”的小境；既写过“竹批双耳峻，风入

四蹄轻”的骏马，也写过“翅开遭宿雨，

力小困沧波”的小鹅。李白有庐山、天

姥的壮游，也有“床前明月光”的常人

之思。学生写诗也不妨从身边人、身

边事入手，正如朱自清所言，“在平淡

的日常生活里发现诗”。

《随园诗话》的论诗要诀

诗词创作的目标有哪些？我引用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一些论诗文

字，总结出求真、求活、求新、求曲、求

畅等方面。

求真——“贴切此人此事，方是

佳境”。诗写眼前景、身边事、意中

人，写出自己的真实处境和真实情感

方能动人。学生魏世一的《班主任突

然进教室》有极强的现场感、代入感，

让读者会心一笑：“初春怠惰气沉绵，

骤自门开抖擞添。窗外本栖初至鸟，

呢喃不敢举头看。”其实，好的作品不

外乎“恳切”与“贴切”二词——“恳

切”是从自己内心出发，“贴切”指切

合人或事；“恳切”是创作的态度，“贴

切”是需要练就的能力。

求活——“诗如人之眸子，一道灵

光”。写诗有“诗眼”之说，一字能活，

满篇生色。学生刘奕彤有一首《北国

之春》：“北国春意晚，万物怯春寒。云

送归雁至，风将春信传。桃花约绽放，

新柳欲寒暄。缕缕幽香远，妆成四月

天。”这首诗中的“怯”“约”“欲”几个字

就是诗眼。春天是富有活力的，没有

活力的语言怎么能表现出春的勃勃生

机？对于诗词而言，与其大而空，不如

小而活。

求新——“自是黄莺当百啭，天真

犹是一家言”。写诗应追求一家之言，

不作空泛之语。学生戴扬阳有一首

《西江月·春行》：“助兴雨收尘幕，随行

风舞云裳，不妨年少醉流光，意在重重

翠嶂。柳卧枝拂春水，桃浓花掩回

廊。此间小驻恰相望，欲摄白鸥影

像。”黄莺百啭，雏凤声清，青年人学诗

正当如此。朱光潜先生说：“熟路抵抗

力最低引诱性最大，一人走过人人就

都跟着走，越走就越平滑俗滥。”写诗

应该忌熟忌俗、求新求变，也要知道新

意不是凭空产生，而是精思细作、刻苦

磨砺而来的。当然，古典诗词有其特

定的韵味，一味求新也容易陷入油滑，

初学者要慢慢学会把握其中的尺度。

求曲——“凡作人贵直，作诗文贵

曲”。写诗要善于寻找、把握意象，避

免直白或叫嚣，艾青说“写诗的人常常

为表达一个观念而寻找形象”，这句话

无论新诗旧诗都适用。对于落笔缺乏

韵致的现象，我常用学生高文天的诗

作《星空》举例，引导他们学习其中深

婉细致之处：“独立疏窗下，遥星望愈

多。光年空叹远，触手隔银河。”

求畅——“文章得之虽苦，出之须

甘”。写诗立意可求精深，出语不妨平

易。深入浅出，才能使人乐于接受。

《林黛玉进贾府》一课结束后，学生李

佳奇的《西江月·宝黛初见》写道：“弱

女自怜孤苦，华堂唯恐失颜。小心见

过众人还，尚有一人未见。总谓癫疯

惫懒，谁知俊俏天然。木石风露已缠

绵，再续今生恩怨。”这首词写得自然

流畅，林黛玉初进贾府“步步留心，时

时在意”，初见宝玉“不知是怎生个惫

懒人物，懵懂顽童”的心理都稳稳抓

住，自然妥帖地组织到词句里。词如

珠玉，其天然流转之处，正是苦心经营

的结果。

写诗贵真实贴切，忌做作空泛；贵

活泼生动，忌死板僵硬；贵细腻委婉，忌

直露浅浮；贵新颖独特，忌套语滥调；贵

流畅自然，忌生涩不通。做到这些很不

容易，必须要克服几种常见病：不读之

病、不学之病、不思之病、不改之病。

打磨一首好诗的3个步骤

在起步阶段，学生的诗词创作需要

教师指导，我的经验是“引”“例”“改”三

个步骤。“引”是写的动力，“例”是学的

方向，“改”是诗的升华，一首好诗的成

功要归于“引之力”“例之功”“改之效”。

写作的动机和灵感在于激发，无

动于衷的状态难以写出好诗句。钟嵘

在《诗品》序言中说：“气之动物，物之

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以咏物

诗为例，我常以“诗谜”做引子，先让学

生猜古人创作的“诗谜”，再让他们尝

试自己创作“诗谜”，然后拓展到古人

的咏物诗词鉴赏。在多重引导激发之

下，学生也收获颇丰，创作出许多优秀

的咏物诗词。有咏物态之妙的，如学

生刘奕彤的《咏樱桃》：“凝露晶莹色，

红灯挂碧枝。霞光怜几许，摘取作胭

脂。”有借物言情的，如学生赵鑫浩的

《咏伞》：“偶因一雨蒙抬举，反为多晴

又舍离。相送郎君归去也，倚门独自

泪淋漓。”有托物言志的，如学生张谢

青南的《咏格尺》：“静卧书桌侧，十毫

始入厘。平生唯直取，曲意莫能为。”

向学生介绍古今诗例是为了“仿”，

给他们提供可学习的样板——学其字

句，学其构思，学其立意。“诗须善学，暗

偷其意，而显易其词”，我曾经分享过

《随园诗话》中的一首小诗：“自捡良辰

去踏青，相邀女伴尽娉婷。关心生怕朝

来雨，一夜东风侧耳听。”它写春行的妙

处在于：角度新颖、细节鲜明。学生魏

世一的《春日远足前夜》写道：“远行久

盼踏丘峦，集市狂奔已备鞍。抛却诗书

频顾外，乌云唯恐翳春山。”很显然，她

领略了例诗的妙处，取古人之意而易古

人之词，鲜活灵动、不露痕迹。

学生创作诗词常见的问题有不合

格律、思路不清、生造词语、诗句不畅、

意象堆砌等，因此在成诗之后，还应该

反复修改。修改是一个既雕且琢、反复

打磨的艰苦过程，所谓“知一重非，进一

重境”。学生潘昊阳曾写过一首《西江

月·寻春》：“虽是春分时令，微风乍暖还

寒。清潭垂柳卷珠帘，足踏枯黄一片。

欲换轻衫仍早，清冬尚欲流连。俯身拨

草柳足边，新绿其间喜见。”我对这首诗

的点评是：开头文字太散文化；“清潭垂

柳卷珠帘”与“足踏枯黄一片”不谐；“清

冬尚欲流连”与“微风乍暖还寒”语义重

复；“柳足边”表达生涩；西江月上下片

前两句都应该对仗。经过一段时间的

推敲，潘昊阳修改如下：“时令应怜偏

晚，春分未减轻寒。丝丝细柳卷珠帘，

欲挽东风几片。已换单衫轻巧，来观碧

水潺湲。俯身拨草水石边，新绿其间偶

见。”较之原稿，改稿除了符合词牌要求

外，增加的“东风”“碧水”等意象使词作

形象更加饱满，上下片分别以景色和人

物入笔，也让章法逻辑井然有序。

诗是直达人心的文字，学诗不能

太急切，要给学生以充分的自悟过程，

把诗词之根扎到深处。同时，也要重

视诗词阅读，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体

会诗词创作的句式安排、结构变化、词

语运用、情感抒发等技巧，“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中）

诗教点滴④

曾经在校园里做了一个“石园”，

全面构建学校的“石文化”特色，也引

来了同行络绎不绝的参观。

其实，学校“石文化”的打造，源于

许多年前旅行时的一次“石缘”。那

年，来到著名的张家界风景区，我被从

未见过的神奇巨石山林震撼了！在河

流源头漫步，一块水卵石引起了我的

兴趣——上面竟有一片天然画境，仿

佛印象派画风的原始部落图腾映入眼

帘，不知经过大自然怎样的磨砺，才能

如此“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此后，每逢旅行，必然会收集各

种石头，还给自己定下 3 条原则：一

是每到一个景点，必须要捡拾取一两

块奇石；二是石头都是自己在大自然

中寻觅的，不可以向人购买；三是顺

其自然，不以盈利为目的。自己爱上

“石文化”后，也将“石文化”带到学

校，挖掘相关的石品质、石精神，让

“石文化”生根发芽。

无论是韩国济州岛的“蜂窝石”、

太平洋塞班岛的“中国地形公鸡图

石”、美国大峡谷的“美国版图石”，还

是青海湖的“蛇形头石”、安徽大别山

的“郑和宝船石”、济南千佛山的“敦

煌山石”，都让我惊叹大自然“鬼斧神

工”的创造力。100多块大小不一、色

彩各异、质地不同、形神别具的石头

不断飞入我的居室，也飞入我的校

园。每次看到这些石头，都会不由自

主地回想“缘起”时的真切细节、灵性

相通。这些石头也成了我的“贵宾佳

客”，每每朋友来访，我都会向他们倾

诉石头背后的故事，引得他们时而紧

蹙双眉、时而开怀大笑。

一直有一个想法，等空闲或退休

的时候，专门编个册子，记录每次曲

折、神奇、惊险的集石故事。每个人

都向往美好优雅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其实，只要用眼发现、用心体验、用情

滋润、用爱抚育，这样的生活离我们

并不远。

一石一世界，一切皆有故事，一

切皆散发着美丽和神奇。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朝阳区教研

中心）

一石一世界
□张义宝

物语

诗词教学有其诗词教学有其““专业门槛专业门槛””，，教师应该在掌握诗词常识和规则的基础上教师应该在掌握诗词常识和规则的基础上，，循循
序渐进地开展教学序渐进地开展教学。。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中教师韩宗敏尤其看重诗词创作的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中教师韩宗敏尤其看重诗词创作的
内容内容、、目标目标、、步骤等元素步骤等元素，，力求将诗词课堂打造得丰盈细腻力求将诗词课堂打造得丰盈细腻。。

寒兰

金秋欲度群芳谢，独见寒兰吐玉英。

五瓣覆轮花袅袅，三枝镶玉叶盈盈。

红尘渺渺犹嚣杂，虚室阴阴自冷清。

历尽蹉跎伤往事，惟凭风月寄深情。

舐犊

风停雨住日融融，绝倒欢言入酒盅。

六载韶华犹似梦，一时困坷尽成空。

幽兰香郁生寒室，雏凤声清倚碧桐。

乘兴挥毫何限意，放歌长乐晚霞中。

寄怀

二十年来一梦空，依稀昨日入黉宫。

荔香蕉糯芦柑蜜，笔健书馨词赋雄。

指点江山曾寄慨，激扬经史始飞鸿。

而今四海风云散，犹念笙歌冷月中。

春日

东风拂面始知春，独向南园慰渴尘。

思入云中兴野意，身倾花下任天真。

飞莺集燕犹相望，戏蝶游蜂自可亲。

对景清吟欢不足，林梢又见数枝新。

长夜

中夜披风独自归，蹇驴嘶竭路人稀。

孤灯残照光迷影，冷雨斜侵水湿衣。

已近寒门思寄远，暗祈娇女疾销微。

明朝应是无余恨，膝下重闻笑语飞。

（福建省龙岩市第八中学 章淀安)

本不爱花，却尤怜清水盛花，

不论花泡在茶水里，还是斜于盛水

的瓶中。

不谈曲径通幽处，不羡迤逦小

巷内，莫道古城禅寺边……这些皆

是从容走进诗意的大风景，而清水

盛花，捧在手心里的景致，别有一

番意境。

望着手中透明的水杯，水里是

花茶几朵，清澈明净。光投在水

里，花颤抖着翅膀——没有尘埃迷

离，无须富贵堂皇，远离喧嚣张扬，

从容地走成了一阙简单清雅的词

章。默念，欢喜，一种隐秘的漫不

经心的奢侈滑过心头。

我想我久远的前生，定是个温

暖的诗人，居住在大山脚下。孤单

的日子，我定在溪水畔，独自伫立，

望溪水漫过石上花开，挥一挥衣

袖，写下花草情长，写下清水盛花。

我有清水盛花，他在水上刻

字。英国诗人济慈为自己撰写的墓

志铭：“此地长眠者，声名水上书。”

当死亡把一切席卷，只留下他的名

字，他还执拗地认为，那名字只写于

水上，写的过程就是消失的过程，如

飞鸟掠过，了无痕迹。济慈平整的

心灵，我说不出一个字的光芒——

深远的淡泊才刻骨铭心。用清水盛

名字，名字会开出清朗的花。

我还喜欢苏东坡，他的才华独

树一帜，有着“我欲乘风归去”的超

然情怀。面对政治，他光风霁月，

不屑于狗苟蝇营；面对富贵，他不

忮不求，宠辱不惊；他一生颠沛，却

随缘放旷，一蓑烟雨任平生。若风

雅生于清水之中，其动人之致更胜

于花。

苏东坡说，人生有十六种风

雅，其一就是“清溪浅水行舟”——

水底会不会盛着石头和石缝里的

花？其二是“微雨竹窗夜话”，另外

还有“雨后登楼看山”，不知坡仙会

不会像我一样，联想到那么多。雨

落，清水所盛，是整个世界。

如果女人有着细细碎碎的心

事，寂寞又美好，浪漫又心酸，她定

会喜欢这一瓶清水盛着花。水里

是回忆，回忆是片刻的；花间是怀

念，怀念是长久的。感觉丝丝缕

缕，无法诠释，事情也常常没有来

由。缘深缘浅，说不定早有分晓，

之后任如何修行，都无法改变初时

模样。唯有等待，等待终有一天领

悟故事里的美好和哀伤。

这一瓶的清水盛着花，若化成

人，她定是有着纯粹明朗情怀的女

人。她长久的孤单，却不寂寞，属

于女人特有的惊慌忐忑、忧愁迷惘

都包容在她那博大深沉、沧桑睿智

的胸怀里。花影里，是风轻云淡，

是窗外芭蕉、檐上雨滴；水光里，是

月亮、山冈、树林、河流、阡陌，是宁

静，是心安，是欢喜。夜色为之动

容，无酒已然微醺。

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不会大声

吵嚷的，要藏起来，根本不想让再

多一个人知道——我手上，有一瓶

清水，水里有花。

我，与水、与花，彼此同声共

气，无言地对话。倦了，席地而坐，

看风画眉，听风翻书。后来，风消

云散，天地间只剩了我、一壶花茶、

一本书。孤单却不寂寞。

我独饮一盏“清水盛花”，也

想，给我的书，斟上一杯。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日照市开

发区广州路小学）

清水盛花
□汪雯靓

人生边上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

卷圣贤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这些古代书院的对联脍炙人口，仿

佛一张张制作精美的名片。当陌生的访客走近，这张

名片便会彬彬有礼地递出，讲述书院悠久的历史、厚

重的文化、深沉的思考。

在大力倡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

我们应该重新拾起学校对联这张“名片”，让骈俪

典雅的文字为学校增强文化底蕴、精神高度。鉴

于此，《中国教师报》举办“联话校园”活动，用对

联为学校制作“文化名片”。

投稿邮箱：zgjsbqmt@163.com

投稿要求：

1. 作者限于中小学校长或教师。

2. 所作对联应突出任职学校特点和内涵。

3. 所作对联需符合对联的对仗和格律基本要求。

投稿内容：

1. 为学校撰写的对联（不一定镌刻悬挂）。

2. 500字以内学校简介和对联解读。

3. 作者姓名、单位、职务等简介及联系方式。

投稿时间：2018年3月1日—3月31日。

评审方式：中国教师报将邀请专家学者评选出“十佳校

联”，刊登在“中国教师报·文化周刊”和“中国教师报”微信

公众号，并颁发奖品和证书。

“联话校园”征稿启事

□韩宗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