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等奖

福建省建瓯市第一小学校（范吉明）

蓄满池活水留天光云影；

涵一片诗心待鱼跃鸢飞。

河北省无极县东关学校（马艳敏）

桃李满园，盈虚每得烟霞气；

栋梁千载，行止能彰君子风。

湖南省长沙县第二中学（米朝阳）

古井流泉，活水开源，白沙河远通江海；

香樟滴翠，层林耸绿，明月山深隐凤凰。

山西省运城市康杰中学（张丽娟）

五百亩嘉苑滋兰树蕙，沐康杰灵光，柳思勃

文，青鬓少年成伟器；

九万里好风催杏绽桃，凝河东瑞气，舜坪禹

甸，苍头老将竞风流。

江西省金溪县第二中学（黄忠良）

山川留胜迹，东列云林，西腾汝水，北接鄱湖，

南连广粤，还看古村烟雨，扼赣东而通闽越；

邦邑焕人文，诗歌灵谷，文赋柘冈，书弘浒镇，

曲祖汤翁，更宗陆子象山，振金声以续弦歌。

二等奖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第三小学（张莉）

溪转嘉鱼跃；

竹深稚凤鸣。

福建省厦门市大嶝中学（谢雅婷）

日出海隅，水沫扬时起鹏翼；

潮来天际，风帆去处占鳌头。

◎一等奖

香港孔教学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学香港孔教学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学（（霍婉雯霍婉雯））

大道之行也，修己善群，兼立功言三不朽；

成人者必然，见危授命，秉持仁义两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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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对联：：一张学校文化的精美名片一张学校文化的精美名片
——首届“联话校园”活动综述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对中

国的教育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作为许多书院的“装饰”——对联，

虽然精练短小，却承载了书院悠久的历

史、厚重的文化。明清两代，对联几乎

是古代书院的“标配”，除了大门，各个

院落往往也会镌刻相应的对联，这是一

种文化品位的彰显。书院对联就像一

张张制作精美的名片，当陌生的访客走

近，便向他们讲述那些殷切的寄望、深

沉的思考。

在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今天，代表学校文化的校联、校赋、

校记等文学形式又被重新重视起来，许

多学校纷纷创作并书写镌刻。遗憾的

是，这些古典文学形式是有其基本规则

和门槛的——许多学校的校记不过是

“白话文+也”，校赋失去了骈俪典雅的

特点，校联也没有考虑格律甚至对仗。

日前，《中国教师报》举办首届“联

话校园”活动，呼吁全国学校创作自己

的学校对联，活动期间收到千余件投稿

作品，在感受各学校对文化的热情和重

视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学校对联创作

方面的问题。

掌握对联创作的基本规则

从大量“联话校园”的投稿来看，许

多学校对联的作者并不知道对联的基

本规则，认为只要是字数相同的两句话

即可。其实，对联有许多规则方面的要

求，如果连这些都做不到，那么创作出

来的作品恐怕很难被称为对联。

对联最基本的格律规则是“仄起平

收”，即上联的最后一个字用仄声，下联

的最后一个字用平声。平仄是汉语的

音调规律，用汉语拼音的概念，一般一

声、二声属于平声，三声、四声属于仄

声。当然，古代与当代语音体系有所差

异，尤其是入声字的消失使得部分现在

的平声字在古代属于仄声，这还需要在

创作中仔细辨别、深入学习。

除去最后一个字，在一句之中也有

格律要求。一般而言，双数字位置平仄

要相间，即第二字如果用平声，第四字

要用仄声，第六字要用平声。与之相

对，下联的二、四、六字位置就要用仄

声、平声、仄声。如果不是标准的五、七

言句式，而是散文句法，还要根据语意

的节奏确定格律。有些人将格律视为

枷锁，其实不然，中国的古典文学除了

文字美还讲求音韵美，平仄和谐可以让

文字读来朗朗上口、圆转悠扬。

对联的核心是对仗，是一种接近于

对偶的修辞手法，这种修辞手法从《诗

经》开始就被广泛使用。《易经》曰“一阴

一阳之谓道”，既有对立又有统一的对

仗之美，已经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

美学，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用现在的语法概念，对仗的规则就是在

上下联相对应的位置使用词性相近的

字或词。由于古人并没有明确的现代

语法概念，所以在实际进行对联创作

时，不必“自设藩篱”强求词性一致，而

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掌握了上述基本要素，至少可以创

作出一副合乎标准的对联。那么，对联

应该如何镌刻在校门上呢？按照传统

习俗，面向大门站立，右手边镌刻上联，

左手边镌刻下联，由右向左阅读。如

今，阅读和书写的习惯发生了变化，有

人也建议对联可以由左向右镌刻、阅

读，这是个人习惯，不必强求，但是对于

一种古典文学体裁，似乎还是保留传统

习俗更显得有些文化品位吧。

营造美妙的意境形象

掌握了基本规则只能确保创作出

的是“对联”这种文体，但是写得好不

好，则是由对联的文字内容决定的。有

些学校对联的投稿作品看起来合乎规

则，但是内容却不敢恭维。常见的问题

是，学校对联写成了“口号对偶句”，或

者写成了“学校说明书”，把一些口号、

理念生硬地写入对联之中，全然不管文

学的美感。我国的古典文学讲求凝练、

典雅，通过美妙的文字营造意境和形

象，从而寄托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如果

只是干巴巴地罗列概念、呼喊口号，这

样的文字声嘶力竭、外强中干，只能让

人有味同嚼蜡之感。

在注重文学性和艺术性审美的前

提下，学校对联的风格可以有许多种。

比如，从“四书五经”中取材，庄重得体，

不忘圣人之训。湖南雅丽书院的门联

曰：“雅言诗，雅言书，雅言执礼；丽乎

天，丽乎地，丽乎人文。”上联取自《论

语》，下联取自《易经》，写出了教育的重

要意义。那副著名的湖南岳麓书院对

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

传》，下联出自《论语》，字字皆有来历。

学校是读书求学的地方，所以有许

多对联注重说理，文字条分缕析、娓娓

道来。比如，湖南岳麓书院的一联：“地

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

门义路圣贤心。”上联写书院的地理位

置，强调虽然地处深山，但是潜龙伏虎，

人才辈出；下联写书院的渊源，是邹鲁

儒家正派，传承圣贤的“礼”“义”二字。

湖北紫阳书院联曰：“白鹭山房，著述文

章皆妙道；紫阳理学，东南邹鲁得真

传。”也是同样的文字风格。

当然，学校对联也不一定要板起脸

来说话，许多时候可以轻松活泼，文字

接近于白话风格。比如，江苏东林书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一联，没有任何生僻

的文字典故，而复辞、顶针等修辞手法

的运用，也让对联读起来十分亲切。东

林书院还有一联：“主敬存诚，坦荡荡天

空地阔；穷理尽性，活泼泼鱼跃鸢飞。”

就如文字中所表达的那般，读来让人感

觉“天空地阔”“鱼跃鸢飞”。

还有一类学校对联，因为作者本身

就是诗人、学者，所以写得文采翩翩、回

味绵长。比如，清代诗人薛时雨题浙江

崇文书院之联：“讲艺重名山，与诸君夏

屋同居，岂徒月夕风晨，扫榻湖滨开社

会；抽帆离宦海，笑太守春婆一梦，赢得

棕鞋桐帽，扶筇花外听书声。”上联以

“讲艺”开篇，“夏屋同居”言学问之切

磋，“月夕风晨”“扫榻”几处足见风流；

下联则更加大胆，“春婆一梦”和“棕鞋

桐帽”都是苏东坡的典故，可见作者的

豁达胸襟，最后的“扶筇花外”几字，分

明不是庄重的书院主讲，而是举止风流

的翩翩才子了。

写出特点和风格

对联有其文学性，也有其实用性，具

体到学校对联，除了要写得“好看”，还应

该写出学校特点。本次活动的一些学校

对联，虽然文字精美，但是实用性层面有

所缺乏，未免白璧有瑕。写出特点不是

面面俱到，像说明书、介绍书一般，但也

应该让人能从中看到学校不同于其他地

方之处，我们将其称之为“切”。

学校对联要想写得“切”，最直接的

办法是“嵌字”，就是把学校的名字直接

写进对联之中。上述湖南雅丽书院的

门联即是一例，上联第一个字是“雅”，

下联第一个字是“丽”。湖北天门书院

的对联“天上麒麟原有种；门前桃李自

成春”，首字嵌入“天门”的名字，又鼓励

学生发奋精进，是一副大方得体的佳

作。需要注意的是，嵌字的基础是文从

字顺，如果学校的名字不适合嵌字，或

者作者没有找到合适的嵌字手法，却佶

屈聱牙地强行写入对联之中，只能属于

本末倒置了。此外，文学作品追求个

性，如果学校对联都是千篇一律的嵌字

作品，那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所在。

嵌字属于比较直接的“切”，间接一

些的“切”可以从学校的地理位置或人

文渊源入手。湖北紫阳书院的一副对

联就是从地理位置入手：“大别峙龟蒙

之秀，千岩万壑，拥五岳以纷罗，惟嶂岭

孤标，真作道峰砥柱；汉水分洙泗之源，

三湘七泽，汇百川而争逝，信紫阳一派，

能回学海狂澜。”此联文字较长，详细交

代了紫阳书院周边的情况，一看便知是

为何处而写的作品。海南东坡书院的

对联则是从人文渊源入手：“谪宦到南

荒，得畅谈海外文章，任孤鹤横江，赤壁

泛舟无此乐；除书承北阙，不再假田间

笠屐，觅飞鸿印雪，虚堂载酒有余思。”

东坡书院为苏轼贬谪海南时所建，这副

对联便扣住这一点，上联写苏东坡苦中

作乐的豁达胸襟，下联写后人就读于此

对苏东坡的深切怀念，全联气息流转、

情感浓烈。

还有一些学校对联，作者会将生平

经历注入其间，寄托自己的思想或观

点。比如，清代诗人范当世题河北观津

书院：“自来学校以书院辅之，如今比屋

东西，稍有欢颜在风雨；吾为父兄望子

弟成耳，此后一官南北，还将老眼看云

霄。”作者对书院莘莘学子的冀望都寄

托在联语之中，而细看“稍有欢颜在风

雨”“此后一官南北”等处，似乎也能体

察到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

个人情怀如果恰当地与社会、家国

联系在一起，就会让这种情怀得到升

华。清代诗人丘逢甲曾为广东韩山书

院写过一副对联：“凭栏望韩夫子祠，如

此江山，已让前贤留姓氏；把酒吊马将

军庙，奈何天地，竟将残局付英雄。”上

联从学术写起，寄语书院学子，让他们

以韩愈为榜样；下联看到书院旁边的

“马将军庙”，作者对晚晴内忧外患的局

面无限悲恸，一种感伤时局又无可奈何

的煎熬油然而生。原本是个人与书院

的交集，但作者将其放置于家国情怀、

历史潮流之中，最终铺展成悲天悯人的

胸襟和格局，这样的文字是有血、有肉、

有灵魂的。

学校对联既具有视觉层面的建筑美

学意义，又具有心灵层面的艺术美学意

义，是学校文化的一张“精美名片”，也是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载体。古语云

“法无定法”，学校对联当然没有固定的

写法和套路，文学艺术的审美也不可能

“千人一面”。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掌握

文体基本规则的基础上丰富技法、寻求

变化，是在符合传统审美共性的基础上

彰显自我、释放个性，这也许就是学校对

联这张“文化名片”的制作要点吧。

总体来看，本次活动虽然暴露出一

些问题，但是可以看到，许多学校已经

开始重视传统文化，只是尚处在“得其

形而未得其神”的阶段。相信通过不断

的学习、积累、酝酿，一定会涌现出更多

与学校文化切实相关的精美作品。

中国古代书院一直有悬挂对联的传统，一副简短的对联体现了书院文化的

凝练和外显。为了延续这种传统，《中国教师报》举办首届“联话校园”活动，呼吁

全国学校创作自己的学校对联。征稿期间收到全国千余件投稿，在感受各学校

对文化的热情和重视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学校对联创作方面的问题。

优秀奖

河北省成安县第一中学（冀凌云）

塔凭细垒巍巍起；

桃任精培灼灼娇。

河北省正定县解放街小学（丁彦兵）

悠悠文脉衍兹地；

熠熠星辉耀未来。

福建省龙岩市第五中学（马瑛）

学而增慧，一川烟雨难迷眼；

习以长才，万象玄机渐入怀。

福建省龙岩市第八中学（章淀安）

素业悠悠，室陋何妨勤广识；

丹心落落，名微不废谨生才。

河南省商水县第一高中（毕雪静）

宜雨宜晴，有月有风，无尘无俗；

尚文尚理，亦师亦友，同力同心。

湖北省监利县石桥初级中学（毛先武）

石为我点，播种春风，贫亦安然若素；

桥替生铺，润滋化雨，学尤卓尔不群。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小学（熊玲燕）

撇捺定乾坤，以琴心濡翰墨，藉书养正；

长宽生气象，凭动漫绘春秋，有梦飞歌。

山东省肥城市第三中学（林天）

向时代学，向社会学，向国家学，学无止境；

朝天地看，朝人物看，朝历史看，看向未来。

湖南省平江县维夏中学（吴振奇）

百年岁月峥嵘，继晷焚膏，播雨耕云桃李秀；

一脉人文厚重，承先启后，挥毫泼墨画图新。

广东省开平市第一中学（饶秋龙）

盛誉满侨乡，百载红楼，百载风骚，大业弘开

方创杰；

丹心施化雨，万千璞玉，万千桃李，芳华初绽

自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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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