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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一首纯净之诗自然是一首纯净之诗
□韩宗英

我所任教的是一所农村中学，学

校从诗词教育入手，努力培养学生

“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生。虽然有

各种条件限制，但是与城市学生相

比，农村学校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

势，就是能够观察自然、亲近自然。

因此，将自然与诗词连接，可以更好

地体悟诗词的自然之美。

从自然中寻找真与美

自 然 会 引 导 学 生 找 到 诗 中 之

“真”。找到“诗真”，学生会带着真诚

描写乡村景物、梦想愿望、家庭生活

等，既不自怨自艾，也不故弄玄虚，而

是创造出自然、深情、真切的意境。

比如，八年级学生张子芯描写土房时

写道：“孤寡老人卧土房，无端问起更

心凉。生儿冷眼几探看，不肯暖心聊

在堂。”这就是他通过眼前所见发出

的内心真实感受。

自然是美的，清代学者李重华在

《贞一斋诗说》中说道：“诗有三要，曰

发窍于音、征色于象、运神于意。”仔

细想想，所有的音、象、意不都是存在

于大自然当中吗？亲近自然，就可以

发现自然之美，从而体悟诗词之美。

七年级学生韩冬婷写道：“夜来侧耳

听，窗外笃笃声。敲门谁有事，春雨

自多情。”这里以诗句表现出的音乐

美、形象美、意境美，正是来源于自然

的审美情趣。

不仅与外在的自然世界密不可

分，诗词也与个人的内在世界有直接

关系。用诗词对“自我”进行思索和探

讨的过程，就是寻找对迷茫和困惑的

解答。七年级学生陈彦领通过诗词描

写自己的游戏场景：“我家边上有条

河，青蛙小鱼多又多。夏日河边吹柳

笛，冬来引伴滑冰车。”虽然这首诗在

文字、格律等方面都有所欠缺，但这种

自然的力量已经带给学生无尽乐趣。

踏着自然的节奏生长

每个学生都是诗，是一首首纯净

而天真的诗，他们踏着自然的节奏、

生活的节奏、时代的节奏不断生长。

因此，学习诗词也要符合自然生长的

规律，切忌揠苗助长。

初学写诗的学生还未脱离现代

汉语的表述习惯，教师要引导他们理

解古诗词的节奏和韵味。一般情况

下，我会让学生吟诵《诗经》名篇，让

他们体悟古人和乐而歌、踏歌而行的

生活，体悟诗词与音乐的融合。其

实，大自然中的鸟唱虫鸣之韵，摇曳

生姿、意趣盎然，都可以用来帮助学

生体验诗词的音乐美。随后，还要进

一步让他们感受格律之美，懂得用

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的要求。

初学诗词，可以采用“仿写”的模

式。教师要提供一些让学生“既可仿

又可写”的范例，范例要兼具普遍性

和特殊性。学生的模仿能力往往超

乎想像，他们总是尝试加入自己的语

言和感想。比如，仿写宋朝诗人乐雷

发“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

螂”时，学生就生发出“片缕炊烟谁是

主，绿知了叫绿螳螂”“万里蓝天谁是

主，红风筝绕绿风筝”“好景问君谁是

主，赤枫叶散野花香”等有趣的句子。

改写也是诗词创作的“拐杖”。比

如，《红楼梦》描写“大观园”的段落“落

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荡荡，曲折萦

迂……”学生将其改写成诗词，可以增

减字词，可以展开联想，可以借景抒

情。七年级学生张雅宁写道：“落花愈

多水愈清，溶荡曲折萦纡明。忽如晶

帘奔桥下，潺潺俱向石洞中。”七年级

学生单冰怡写道：“杏花如蝶落，入水

水更清。晶帘奔桥下，飞瀑白练倾。”

这些都是学生初学诗词时的作品，遣

词造句尚不成熟，但是他们阅读经典、

转换文体、积累词汇、运用修辞，达成

了初步学习的目标。

沉浸在自然中的诗意盎然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山川大

地是宇宙诗心的影现。”诗词教育鼓

励学生接近自然，感受自然魅力。在

校园的一棵树下、滴雨的教室窗前、

荷花尽开的池塘边……学生或坐或

站、或聆听或抚摸，沉浸于自然之中，

然后用文字表达独特的感受，这样可

以突破知识和思维的窠臼。

以《校园荷塘》为题，九年级学生

李洪福写道：“树下风轻影，莲心立小

蜓。少年诗一首，碧叶更青青。”七年级

学生白国栋写道：“荷叶绿田田，蛙鸣一

水间。薰风何处去，染在晚霞边。”这些

都是沉浸于自然之中的诗意盎然。

我曾借助“化身为树”的游戏，引

导学生与自然对话。参与的学生将

自己想象成一棵盛开的花树，体验这

棵树的生长历程。学生平躺在地上，

经历了内敛的冬季和复苏的春季，花

树开放了，学生内心喜悦、精力充

沛。然后，学生开始谈自己的内心体

验。灵感的阐释千差万别，写出的诗

词自然各有妙趣，这就是生命之花的

绽放。七年级学生肖瑶这样写梨花：

“推窗一片雪花白，小院梨花树树

开。阵阵微风吹似雨，成虚春事总伤

怀。”九年级学生张馨月的《桃花》诗

则写道：“如舟小叶露珠坠，朵朵花红

映碧溪。钻袖幽香愁更满，飘零几瓣

向西堤。”

为了激发诗词创作兴趣，还可以

让学生采集野花野草、蔬菜水果。学

生一只眼睛观察，一只眼睛想像，眼

前的实物也会让他们的观察更真切、

想象更奔放。学生笔下的“近观枝一

二，红朵密挨长”“葡萄流玉紫，荷叶

半如雕”等句子，都源于对自然界一

花一草的细致观察和丰富想象。

在田野和村庄找寻“诗意”，可以

完成对事物的认知、见闻、感受。“诗

歌是热爱生活的证据”，有了自然，就

有了“偶又抬头看，金盘镶西边”的美

丽，有了“细雨涂春绿，晶莹满枝头”

的清新，有了“大雁悠悠天上过，清风

还送一程归”的深情……在创作之初

就摒除浮华的诗风，会帮助学生用诚

朴真切的诗心，为大地、为自然、为生

活而歌唱。

激活自然的“源头活水”

植物学家贝利曾说：“教育的最高

境界是使人对生命本身敏感。”一旦掌

握与自然相处的秘诀，就会进一步学

会与他人、与社会相处的方法，这从学

生的创作题材也能看出来。最开始，

他们写荷花池、老榆树、稻田、土屋、沟

渠等自然题材，后来拓展到农村环境、

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社会题材，现

在，他们的视野越来越宽，也渐渐懂得

借用景物表达情感。像八年级学生王

玉婷在《春来》一诗中就写道：“春雷又

响柳枝长，桃李芬芳争艳忙。只观红

绿黄蓝紫，谁见慈亲两鬓霜。”通过春

天的景物表达对亲人的感情，自然流

动、情真意切。

大自然是学生写诗的源泉，但是

这个源泉如果不被激活，也就没有真

正的“源头活水”。因此，应该让学生

把古人的田园诗与自己的生活对接，

学习古人用句、用字的方法，写出的作

品才会更有味道。宋代诗人范成大的

《四时田园杂兴》共有60首，学生可以

通过诵读和模仿，触碰自己的生活体

验。七年级学生王紫楠在《夏日》一诗

中写道：“梨子甜酸西瓜圆，菠菜油油

萝卜浅。朝晖落日自浮沉，芳草池塘

未入眼。”不难看出，此诗受范成大诗

作的影响很大，虽然还处于模仿阶段，

用字、用韵都不成熟，但是纯天然的田

园风光也让人觉得活泼可爱。

现代学者钱穆说，学诗是一条做

人的大道。田园、自然、诗词都感染

着学生，潜移默化地提升他们的文化

品位。自然赐予我们家乡情怀和土

地情怀，也赐予我们诗词的灵魂。在

我看来，诗词的灵魂就是人类最初那

颗快乐而透明的心灵。在自然中学

诗，就是寻找诗词的灵魂，是一件优

雅而纯净的事情。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灯塔市佟二

堡二中）

诗教点滴②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是人生八

件雅事，将琴排在首位，说明古人对

琴的重视程度。

《诗经》里有许多关于琴的诗句，

如“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琴瑟在御，

莫不静好”，可见清幽的琴声早已深

深浸淫在先民的日常生活里了。至

于月明风清之夜，文人骚客雅兴相

聚，把酒吟诗，赏月观花，又怎能少了

琴呢？一支琴曲，让人仿佛进入一个

缥缈世界，进行一次精神升华。怪不

得自古文人都将琴视为珍贵之物，将

弹琴视为高雅之事。

“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典故就是

关于琴的。传说俞伯牙一次在荒山

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琴

声是在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

乎志在流水”，二人遂成为好友。子

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断弦，终

身不弹。

魏晋奇才嵇康，精于笛，妙于琴，

善于音律，在音乐方面有极高的天

赋。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

这张琴，他卖去东阳旧业，还向尚书

令讨了一块河轮佩玉，截成薄片镶嵌

在琴面上作琴徽。后来，嵇康为钟会

陷害，临刑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演奏了一曲《广陵散》。遗憾的是，嵇

康死后《广陵散》便失传了，使“海内

之士，莫不痛之”。

陶渊明对琴的态度很有意思，

他“乐琴书以消忧”中的乐，与别人

都不大一样。萧统《陶渊明传》记

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

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别人

对陶渊明这种“弹琴”方式很不理

解，他却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

声”。这与他读书的方式是一样的，

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此中有真

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的抚琴是

一种姿态，就像姜太公直钩钓鱼，有

了些悟道的意味。

到了隋唐，琴更多地成为文人的

标志，开始出现许多专门为听琴所作

的诗歌，如李白《听蜀僧睿弹琴》、韩

愈《听颖师弹琴》、常建《听张山人弹

琴》、白居易《听弹古绿水》、贾岛《听

乐山弹易水》等。白居易在《听弹幽

兰》一诗中写道：“欲得身心归静好，

自弹不及听人弹。”大概让别人弹琴，

自己端坐一旁，更能集中精神感受琴

曲的意蕴。至于王维“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其意则不在听琴，而是

在月夜深林的意境。弹一段琴，再停

下长啸一声，将心中的积郁或快意，

都诉与深林明月。

“文人皇帝”宋徽宗赵佶对琴也

非常喜爱，在其宣和内府设有“万琴

堂”，广罗天下古琴神品。宋徽宗所

作《听琴图》描绘了一棵高耸入云的

青松之下，一人身穿便服信手弹琴，

旁边山石之上坐有两人侧耳倾听，一

派陶醉。可惜的是，这位皇帝在治国

方面没有什么才能，任用奸臣、败坏

朝纲，导致北宋滑向灭亡的深渊。

琴对于文人而言，不管是为了消

忧或者怡情，抑或是像陶渊明那样，

仅仅作为精神象征，都是漫长岁月里

的一种慰藉。而今，能放得下一张古

琴的位置已经不易找到，幽远的琴声

被裹挟在喧嚣的噪音里逐渐变得微

弱。其实，在匆匆忙忙的行旅之中，

不妨暂时停下来，煮一壶茶，听一听

这寄托着闲逸和风雅的古琴之声。

无花果，真的没有花吗？

“无花果”名为“无花”，其实不

然。无花果的花是内敛的，这也许

表达的正是一种内秀精神。

几年前，我租住的小院里，迎

门墙西侧有一棵碗口粗的无花果

树。前几天，途经那里，看到村子

已经拆迁，只剩废墟一片。不禁十

分怀想那段旧时光，怀念那棵陪我

5年的无花果树。

从春到夏，我看着这棵无花果

树发芽结果，茁壮成长，感觉既像

亲人也像朋友。

春初，无花果树的叶芽有些害

羞，把微微泛红的小脑袋悄悄探进

春天的窗口。叶芽慢慢伸展出鲜

绿的小手掌，好像要接住阳光送给

它的糖果。果然，它小小的腋窝里

就藏有一粒粒糖果，像小玻璃球

一般。

小叶掌越来越大，托起风，托

起雨，托起阳光，让绿糖球成长得

无忧无虑。不知不觉中，像小孩子

吹泡泡糖一样，绿糖球已经长到婴

儿的小拳头那么大了。

第一批无花果稀稀疏疏错落在

枝间，逐渐长大。后来，像吹肥皂泡

一样，满树缀满了小绿球，每一个叶

柄根部都收藏着一粒绿糖果。

西墙外的邻家有两株高大的

梧桐树，它们张开宽大的叶子，自

私地享受着充足的阳光，遮挡着这

棵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只能无比

珍惜地拥抱那点点滴滴、细细碎碎

的金色光斑，却依然蓬勃地生长，

不为那处于高位者的威压所屈，枝

条崛曲如盘虬，叶片翠绿如碧玉，

暗暗开出花来，结成甜蜜的果实。

无花果树旁边的一架葡萄藤

却死去了，不知是因了梧桐树的威

压，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葡萄藤的

亡逝，让我更加佩服和珍惜无花

果树。

一天清晨，在树下捡到一枚夭

折的小无花果。小果子上面有一

滴雪白的乳汁，极似牛奶，欲滴未

滴。无花果的“血液”竟然是乳白

色的！我将那枚小无花果解剖，细

看它的内部结构：里面是与果子外

形相似的小空洞，一端略尖，一端

浑圆，洞壁上生着长长短短的绒

毛，像是花蕊，闪着银光，泛着绿

意，那绿色浅淡到若有若无，不似

绿月季和碧牡丹那样鲜亮。

轻咬一下小无花果，口感硬韧

生涩，微带甜味。要等到里面的花

丝变红、泛紫、变软，果皮也随之由

绿变成红紫，无花果才算熟透了，

才会溢出诱人的甜味，才会吃起来

齿颊留香。

可是，等待果子成熟，就像等

待小孩子长大一样，要有足够的耐

心。我常常伫立树下，张望着绿叶

覆着的鸡蛋大小的无花果，想象它

熟透时可口的甜香。无花果好像

也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它的花

躲在果皮里面，不出声、不炫耀，却

用心孕育着与众不同的甜美。

如今，故园荒芜，那棵无花果

树的甜美，也只能留在我的心底，

刻在我记忆的深处……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聊城市东

昌府区沙镇中学）

临江仙·冰景

凛凛寒流驱隘顶，竟携仙境南

移。雾凇沆砀绘神奇。千峰妆素帔，

万树竞琼枝。

数抹微红惊眼底，山桃初试春

衣。凌霜怒放斗芳菲。天生非媚质，

也有雪冰姿。

临江仙·山花

云渺崖高风露重，赊来嘉李清

裳。巧裁玉磬曲悠扬。浅妆匀素雪，

朵朵蕴琼浆。

一叠霓光终逸散，低眉也透微

凉。且将心事梦中藏。任凭春易老，

含笑伫斜阳。

临江仙·小聚

惜别莲荷情缱绻，相逢菊畔清

秋。如花笑靥映双眸。纯心常伴我，

不惧鬓霜稠。

击水鹏程千万里，寒窗几度春

秋。他年折桂上高楼。长风当浩荡，

不系是行舟。

临江仙·题画

竹坞溪桥寒瘦影，暗香浮动谁

家。疏枝玉蕊点朱砂。全无桃李态，

气韵雪中赊。

笔走丹青风渺渺，难梳苦乐年

华。相思缱绻寄天涯。故园明月夜，

一树老梅花。

（江西省抚州市广昌一中 邱虹）

文人与琴
□张光茫

负暄琐话

无花果
□许书敏

人生边上

陶渊明、孟浩然、范成大……古往今来，涌现出无数寄情乡村田园的著名诗人。如今，乡村学校
应该如何开展诗词教育，如何让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教师韩宗英在学校成立“竹芽”诗社，经过
5年的实践探索，总结出一条扎根乡村、亲近自然的“诗教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