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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先生（1951—），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辞海》“中国古
代文学”分科主编。与章培恒先生合著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
影响颇著。

这里选录骆玉明先生《美丽古典》的重版序和两则唐诗赏
析。古典诗词的赏析文字，夥矣；比如顾随、俞平伯、沈祖棻、余冠
英、唐圭璋、龙榆生、叶嘉莹等。骆玉明先生自有其胜场：清雅，美
丽，智慧，通脱。

阅读，需要理由吗？也许需要。骆玉明先生给出
这样一个理由：读古诗会让我们更喜欢自己。这真是
让人喜爱和振奋的理由。你不妨也试试。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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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前，
他们还在写小说
□张 娟 在最美的地方教书

□高子阳

悦读·话题

《美丽古典》是多年前由复旦大学出
版社印行的一本小书，脱销已久。有些
读者喜欢它，或者摘抄到互联网上，或者
放在微信圈里传播。《瞭望东方周刊》的
老朋友黄琳坚持要把这本书拿去重版，
怕我拖沓，就直接找到在图书策划与出
版行业中颇有声名的尚红科兄商量，然
后寄给我一纸出版合同，安排给我的任
务是写一篇重版序。

说些什么呢？想起经常被人邀去讲
古典诗歌，开场大抵会说一些今天我们
为什么还需要读古诗的理由，说得最多
的，是读古诗会让我们更喜欢自己。

细细想起来，人要很有把握地喜欢
自己也是蛮难的。人性的根柢、人生的
现实没有那么美好；人们的欲望彼此冲
突，相互窥测，暗中计较，生活因此变得
紧张不安。这令我们看自己有时不那么
愉快，庸俗、贪婪、虚饰、委琐、焦躁，凡此
种种，常常会浮露出来给我们一个恶意
的嘲笑。

而在诗歌这一由语言所构成的空间

里，我们有另外一种样态的生存。诗固
然取材于生活，却更多地体现着人性中
美好的向往，人情中美妙的趣味。简单
地说，诗总是在追寻生命的完美的可能
性，并以最精致的语言形态来呈现它。
在诗的世界里，生命以优美的姿态自由
地舒展。

有些学者试图为我们揭露一种事
实：诗人并不像他们自我期待的那样高
尚；陶渊明也罢，李白也罢，都有庸俗的
一面。这个我们知道。但陶渊明、李白
是否有跟我们同样庸俗的地方并不重
要，他们那种引导我们超越庸俗的艺术
创造才是重要的。

读诗的时候，我们欣赏古人，也欣赏
自己。我们在古诗中读出一种味道、一
种感觉，这个味道是谁的呢？是李白、杜
甫的吗？是的，但又不只是李白和杜甫
的，也是你自己的。作者把他的人生情
感和经验封存在语言形式中，这是创作
的过程；读者把自己的人生情感和经验
注入进去，去理解作者，又借作者来理解

自己，是解读的过程。诗这时以属于你
个人特有的形态被再度激活。

生命是现实的，当然有种种利益计
较；生命也是诗意的，离不开奇妙的幻
想。流连于诗的时光会多少洗刷我们心
灵中的污渍，减少我们的虚伪与卑琐。
因为你会意识到很多无趣无聊的窝囊其
实是可以抛弃的，我们没有必要总是活
在无趣无聊的窝囊中。

古人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气自
华”，不仅仅是为了让别人更喜欢自己，
更是为了让自己喜欢自己，欣赏自己。

这就算是序了。我把原序也保留
着，关于这本小书如何形成，在原序中有
介绍。

[附]

王维《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赏析：
在世间一切实存的事物中，变化最

为微妙的是光线和声音，它们总是在流
动之中，总是在产生的同时便消失了；它
们游移在“有”和“无”的边界地带，既证
明了世界的实存性，又给人以虚无的暗
示。如果说万有都在生灭之中，岩石也
有化为尘土的一日，那毕竟是理性的推
断，而光与色却在当下演示了万有的生
与灭。

当然，诗歌不是哲学讨论，它需要给
读者以活生生的感觉，引领我们进入到
艺术的境界去体会某种哲理。王维的这
首《鹿柴》，也许是中国古诗里蕴涵上述
哲理的最好的例子。前两句写空山之中
但闻人语之声而不见人的身影，由于这

声音的不可捉摸，山的空寂也就是诗歌
中世界的空寂成为一种波动的感觉渗透
到人的心灵中来；后两句写黄昏时候的
阳光透过深林投射在青苔上，这暗淡地
浮动着并且正在静静地消逝的阳光，让
人渐渐沉潜到世界不可言说的幽深之
处。此刻，正处于虚幻与真实之间的世
界显得极其单纯又极其丰富。

但诗歌在字面上只是写了诗人位于
终南山下的辋川别业中鹿柴这地方的一
个瞬间。

孟浩然《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
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赏析：
春天是贪睡的季节，懒洋洋睡到十

分满足，那将醒未醒之间的朦胧状态，真
的很惬意。听见鸟儿叫得欢，心里顿时
开心，知道这是一个晴天，是赏玩春色的
好时光——突然就想到：昨儿一夜可是
风雨不止呢，花儿恐怕凋谢了不少吧。
这诗写得十分浅近，连未识字的小孩也
能读懂几分，但不要忽视它所表现的心
理活动相当细致。“处处闻啼鸟”那一种
欢喜之情，是跟“夜来风雨声”连在一起
的，而“花落知多少”的担忧，也不是醒来
那一刻才产生，它是昨夜的心情，在睡梦
中被忘了，醒来时又忽然浮到心头。而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春眠不觉晓”的特
殊条件下，一个朦胧瞬间几乎是潜意识
状态的活跃情绪被描写得如此亲切生
动，难怪它成了唐诗中最为人们熟悉和
喜爱的篇章之一了。

（选自骆玉明《美丽古典》，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第1版）

中考前夕的校园——“硝烟弥漫”，丝
毫不亚于真正的战场。师生都在透支体
力，丝毫不敢懈怠。

而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送来的周记，里
面仍有几千字洋洋洒洒的爱情小说。像这
样的文章，如果在平时，我可能满心欢喜，
不仅给个大大的A+，还会把优秀段落在班
级读一读。可是最近，在应试大氛围下，我
也变喑哑了。

可是，不管成人是多么希望孩子们全
力以赴，但青春的骚动，执拗的心，“蒸不
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因为
这是未经沉淀、未经磨砺的少年情怀啊。

面对孩子们的写作热情，我忧虑着、徘
徊着，恰好此时读到清华附中教师王君的

《何须突围爱情》一文，文中说：“每一日的
黄昏，都会有多少个少男少女的梦在舒卷
和蒸腾啊！这是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可能强
行压制得下去的，因为，这本就是自然，本
就是生活。”“自然”“生活”真是一语道破天
机。“梦的蒸腾”，情的告白，孩子的文字不
就是孔夫子的“从心所欲”，这是生命的蓬
勃状态、应试教育的超越状态，我们应该为
培养出这样的学生而自豪才对。

斯宾塞曾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
问，那么同理，我要问自己“什么作文最有
价值”，结论无一例外指向“情”。所以我认
为，情是作文道场的莲花，也是化解成长道
路上一切尴尬的神器。

有教师与我争辩，写爱情小说的学生，
思想早熟，有可能早恋。其实文字的肌理，
流露出作者的态度和价值观。众所周知，
小说与生活是两码事，司汤达曾说过“艺术
是不笑的”，也就是说是严肃的。我认为，
擅于写情的孩子，对情的认识比普通孩子
更深刻，煽情的东西更可能偏于理智。

王君的文章更坚定了我支持孩子们继
续创作的决心，即使我们“人在战场，仍情
意绵绵”。就这样，孩子们的小说逐渐变成
报刊上的铅字。我与学生通过文字进行交
流，鼓励他们创作，给孩子们修改对话和景
物片段，是我乐此不疲的事情。比如童旭
的《遇见》一文，最初就是对话罗列，显得干
瘪，我指导他添上人物的表情、动作、神态，
这样人物形象就饱满了一些。在童旭的文
字里，我认为已经包含了“人生若只如初
见”的感动、柔软、美丽等体验，即使放进考
场，也能吸引阅卷教师的眼球。

用文字挖掘学业和爱情的关系，我们
在《傅雷家书》《简·爱》《三重门》都有读到，
孩子们的认识尽管是朦胧、有瑕疵的，但是
文章不是不厌百回改吗？对于喜欢写爱情
小说的孩子，我鼓励他们慢慢来，文学是一
种信仰，写作是一种旅行，不要着急。

我要特别感谢这些孩子，感谢作文，他
们让我在孤独的写作、苦闷的试题研究里
看到光，看到一种不灭的精神——这是少
年作家的潜质，这是教育的福衹。我相信，
这些孩子在小说中能够把知识融会贯通，
在创作中茁壮成长，就像傅雷所说“爱情于
天地茫茫而言，实在是小”，同样“升学考试
于教育而言，也实在是小”。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凤台县第四中学）

欣闻戎敏老师又添专著《我在世界上
最美的地方教书》，立即读起。每读几页
就看看窗外，想到自己工作过的单位，生
活过的地方，昔日的学生……不断自问：

“我是在世界上最美的地方教书吗？
长期以来，耳边充斥的多是抱怨：“太

累了，实在受不了了！”作为一线教师，戎
敏是班主任，是母亲，是妻子……她真的
不累吗？记得苏教版小学六年级语文教
材有一篇课文叫《天游峰的扫路人》，作者
章武问扫路的老人：“如今游客多，您老工
作不累吗？”那位70岁的老人轻轻松松、自
在悠闲地说：“不累，不累，我每天早晨扫
上山，傍晚扫下山，扫一程，歇一程，再把
好山好水看一程。”读完戎敏的书，我才突
然明白，她早已把那座城市、那方校园、那
间教室、那群学生、那个课堂、那份情怀当
成了世界最美的地方，在她的眼里，在她
的生活中，世界是美的。把一切看成美，
得到的就是美。

还有人经常把“学校实在太小，硬件
实在是差，我们没有办法……”这样的话
挂在嘴上，可是戎敏却没有这种想法。在
戎敏看来，自己生活的城市是一部鲜活迷
人的教材，不管多小的学校，哪怕只有一
位老师，一个学生，都会有无限的可能。
班级是最温馨的家，有了这种认识，以家
的思维与孩子们共学，怎能不感受到美？
哪个班没有顽皮的学生？戎敏的班级也
有，而且她格外喜爱他们，因为他们是班
主任工作生涯中的财富。一届又一届孩
子幸福地生活于这个家中，乐趣横生，创
新不断。

细读这本书，再看看自己的学校，“学
校小、图书少、硬件差”是事实，但是面对这
些事实，是放弃呢，还是用哲学思维去转变
呢？让你走进大而美的学校，走进图书多
得惊人的学校，走进一流硬件的学校，你就
一定能创造奇迹？作为学校领导、教师，外
在的东西不是我们的追求，关键是如何让
自己美起来，以美的智慧引导学生美起
来。有专家说，教育的本质是美，我一直赞
成这一论断。找到美，做着最美的教育事，
师生才能成为最美的自己。

读戎敏这本书，我萌生一种研究，那
就是校长应该定期做一些学校赞美研究，
并以此进行最美的学校管理。作为校长，
如果让你用10个词语赞美你管理的学校，
你准备写什么？把你写的内容全公开，你
愿意吗？作为校长，可以让所有的教师、
学生、家长用 10 个词语赞美学校，你觉得
他们会写什么？赞美声奇缺的学校，师生
怎么可能实实在在生活在美的地方呢？
而一所学校如果能真做这件事，并把这些
内容整理成学校赞美宣言，这所学校肯定
不一样。

读戎敏最美的教育智慧，使我坚信每
所学校都是最美的，因为那里的人都有智
慧，都有各自创造的奇迹。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
学校）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的田野。

诗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朵奇
葩，它浓缩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中
国现代诗歌除了继承古代诗歌的优
良传统外,更以其自由开放的精神、
直率优美的情境、不拘一格的写法
高度反映社会生活，抒发作者丰富
的情感。所以，带孩子们走进中国
现代诗歌，不失为给孩子们的青春
之旅留下浪漫回忆的有益之举。

抄写是积累语言的过程，做专
用诗集抄写则是个人艺术创作的过
程。我与学生每人一部诗集在手，
自己拟名、自己编写前言、自己做目
录、自己设计版面，真是百花齐放，
各展神通。

我 的 诗 集 拟 名 为“ 秋 天 的 故
事”，寓意为我在秋天开始这本诗集
的创作，我的人生也开始步入秋
天。孩子们的诗集名称则充满书香
气息和青春气息，如：一卷墨香、碎
影流年、诗中四季、诗海拾贝、有师
和诗的时光、青春伴奏等。

诗集前言一般交代为何要做这
本诗集。学生的前言这样写道：当

初下决心制作诗集，完全是出于语
文老师的建议。而在这本诗集中，
我敢确定地说，这里的每一页诗句、
每一幅画面、每一个角落，我都是极
其认真地完成，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与敷衍。

正如孩子们所提到的，每一幅
画面，他们都力图精美并符合自己
摘抄诗歌的意境。我这个从小没有
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的人，从此拜
学生为师，与大家一起拿起彩色铅
笔，一笔一画、一枝一叶设计自己的
精神家园。由此，孩子们发现原来
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也可以做老
师，做老师原来如此快乐。由此，师
生关系更加融洽。

怀着对大师的喜欢和崇敬，我
们一步步走近了汪国真、席慕蓉、徐
志摩、海子、舒婷、食指、北岛、艾青、
冰心、余光中等诗人，不仅摘抄了他
们的诗作，也对他们进行了简单的
介绍和诗歌赏析。摘抄他们诗作的
过程，是孩子们与诗人交朋友、与诗
人心灵对话的过程。

学者叶嘉莹说：“读诗的好处，
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的

活泼不死的心灵。”我在教学中一直
很重视朗读，但是我的学生全部来
自农村，既羞涩又木讷。在这次诗
歌之旅中，通过上朗读指导课，让学
生设计朗读脚本，录制自己的朗诵
音频，开诗歌朗诵会等活动，我欣喜
地发现，许多孩子能张开嘴大声读
了，而且重音、停连、快慢都把握得
不错。

学期末，我们组织了“等待春
天”诗歌朗诵会。我与学生利用早
自习时间练习，各组自由选诗、选配
乐、选主持人。孩子们三五成群、热
火朝天地练习，一会儿这个小组找
我给示范，一会儿那个小组把我找
去听演读，当我看到孩子们脸上的
表情随着诗歌内容起伏变化时，我
知道诗意正在他们的热血里流淌。

我们通过不同的诗歌体会音乐
美、画面美、形式美、哲理美、主题
美，评选出自己最喜欢的诗句进行
交流。我们既在声音中欣赏，也在
画面中欣赏。除了欣赏现代诗歌含
蓄、精练、优美的语言外，我还希望
孩子们能正确地运用诗歌中的经典
名句为自己的写作助力。所以，在
期中考试“有你同行”为题的写作
中，孩子们引用了冰心、余光中的诗
句，让阅卷者眼前一亮。

我想，当青春染上诗意，孩子
们的生活就不止是眼前的苟且，孩
子们的回忆就不止是题海和成绩，
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就有了芳香和
美丽。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秦皇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深河中学）

教育妙招

当青春染上诗意
□吴凤云

春天到，语文老师带领大家来到田野里，和我们一起朗诵赞美春天
的古诗词。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高庄中心小学 董金玘 指导教师：孙梅艳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