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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冢见风流

《航行》辽宁省抚顺市新抚区盘南路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马广生

□朱美禄

负暄琐话

有没有一部书，可以涵盖“国学”

的基本内容？有，但一般人很难拥有，

即便拥有也不容易读完——就是清代

乾隆年间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

书》。尽管这部丛书从内容取舍到编

纂方式存在各种问题，但不能不承认，

在保存及传承传统文化方面，此书功

不可没。

《四库全书》编成后，抄了 7部，藏

于专门建造的 7座藏书阁中。书编出

来是要给人看的，可是上下三层的藏书

楼满满当当装着几万册书，又该从何读

起？负责编书的“四库馆臣”早就想到

这一点，他们每整理一部书，便由校订

者撰写一则“提要”，写清此书的主旨和

著作源流，对书的得失作出评判。这些

“提要”交由总纂官集中审定润色，最终

形成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不过时至今日，这部用文言撰写的

工具书，已经很难给初学者带来方便。

能不能编一本新的入门书，在《四库全

书》经典与初学者之间架起一道畅行无

阻的桥梁？首都师范大学的侯会老师

早在7年前就开始为此转脑筋了。

《讲给孩子的国学经典》是侯会 7

年来辛苦结撰的成果。翻看全书，有

个感受：这位作者有点“一根筋”。编

写此类书籍，本来有十分取巧的办法，

可以挑选既是作者熟悉又是读者感兴

趣的作品，介绍几十种冠以“国学”之

名，便可交差了事。可他偏偏“死心眼

儿”，要到《四库全书》中认真遴选，从

经、史、子、集中各选十几部乃至几十

部经典中的经典，分为《儒家经典》《史

书典籍》《诸子百家》《文集诗薮》等分

册，详加介绍。

例如第一册《儒家经典》，侯会按

照儒家“十三经”的顺序一一叙来，对

《易经》《尚书》那样的艰深典籍也绝不

回避。作者如何“啃”《周易》这块“硬

骨头”？看看这些小标题吧：“谁创造

了八卦”“不易捉摸的‘易’”“给‘元亨

利贞’点标点”……作者用讲故事的口

吻，把深奥的内容、佶屈聱牙的文字，

化作饶有兴味的小故事娓娓道来。

当然也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

如第二册《史书典籍》讲“二十四史”，

作者便把重点放在前四史上——那是

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

4 部史书典范，余下的 20 部只是有重

点地进行叙介。

第三分册《诸子百家》，依次讲《老

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吕

氏春秋》《孙子兵法》……读罢该分册，

相信读者对先秦诸子的主张和精彩论

说，会有清晰而概括的了解。第四册

《文集诗薮》则是介绍古代诗文名家及

名作，属于文学范畴。

如今，贮存《四库全书》的文渊、文

源、文津、文澜诸阁，全都成为文物保

护单位，即便对外开放，也只可远观，

禁止登临，更别说阅读阁中藏书。而

有志于学的朋友，却不妨通过《讲给孩

子的国学经典》走近《四库全书》经

典。有这样一套书插上书架，如同把

“文渊阁”搬回家中，无论孩子还是大

人都可轻松翻读，日有所得。

（作者单位系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把“文渊阁”搬上书架
□李丽霞

阅读时光

云山巍巍，资水汤汤。云山脚下，

资水江畔，有一座美丽的古城——武

冈都梁。古城西郊，有一颗璀璨的教

育明珠——武冈市富田学校。

1990 年，富田村为了解决村民子

女读书难的问题，创办了富田中学。

创办时，仅一个初中班，3名教师，63名

学生。后来，学校转为由教师为主体

的股份制民办学校，2003 年又创办了

高中，2014年又创办了小学。转眼，学

校已走过 30 个春秋。现在的富田，已

是享誉湘西南的民办名校。学校现有

教学班108个，教职工400余人。

30 年，富田人用智慧和执着战胜

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收获了一个又一

个喜悦：全国“守诚信，重质量”双保障

学校、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十大

卓越创新力民办学校、湖南省示范性

家长学校、邵阳市示范性民办学校、邵

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种荣誉

纷至沓来。30 年里，富田学校为什么

能长足发展？该校的发展全得益于

“人人成人，人人成才”这一教育理

念。30年里，他们就是围绕这一理念，

苦苦求索，顽强落实，终于找到了那一

抹成功的曙光。

一、教师篇

30 年里，富田学校一直把建设一

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放在一切工作的首

位。他们认为，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

伍才可能实现学校“人人成人，人人成

才”的教育目标。为此，他们夯实了三

个方面的工作。

（一）铸师魂。学校注意以党建工

作为龙头，强化教师队伍的思想建

设。富田学校的党建工作已有20多年

历史，一直是武冈市教育战线的一面

旗帜。在师德师风建设上，他们注重

三点：一是用共产党员的先进思想引

领教师，深入开展主题教育。二是设

立党员示范岗，用共产党员的先进模

范行为感召教师。三是组织教师学习

《教育法》《教师法》等，使每一个教师

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职责。

（二）强师能。怎样增强教师教书

育人的能力？学校在教师中全面倡导落

实三个科学观：一是科学的教育价值

观。他们认为，教育的价值全在于为社

会培养合格的人才，实现国家“人才强

国”战略。二是科学的学生观。他们认

为，学生是有尊严的，要有爱的情怀；学

生是有差异的，要因材施教，因人施教；

学生是发展的，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学

生。三是科学的教学观。要正确处理教

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之间的关系，千方百

计挖掘学生的内在潜力。为加强师德师

能，学校每年利用暑假举行班主任工作

研讨会，经常组织教师外出学习。

不断学习，不断探究，富田教师在

教育这片天地里终于获得了自由，“博

学、博爱、至精、至善”真真实实成了富

田教师的教风，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

不断涌现。

（三）尊师道。尊师道，就是尊重

教师的人格，给教师以尊严，给教师以

幸福感。该校注意从三个方面来体

现：一是让教师成为学校的主人，二是

在待遇上让教师有优越感，三是丰富

教师文化生活。有尊严、有幸福感是

富田教师的真实感受，难怪别人评价：

在武冈市的民办学校中，富田学校教

师的稳定性非常强。

二、成人篇

学校在育人道路上摸索了 30 年，

他们的体会是：要教会学生做人，必须

扎扎实实落实“三全”育人，即全员育

人、全方位育人、全程育人。他们的具

体做法是：

（一）环境育人。打造良好的人际

影响环境，该校除了加强学生群体的教

育管理外，还特别注意加强对教职工的

教育管理。打造价值取向引领环境，让

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在校园环境熏陶中逐

渐形成。打造校园书香环境，引领学生

自觉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上阅读。

（二）活动育人。富田学校认为，活

动育人避免了简单说教，他们的主要活

动有：升旗仪式；“六三一”德育工程，这

是该校的一项常规德育工作，六是指每

天坚持六件事，三是指每周坚持三件

事，一是指每月坚持一件事；德育导师

制，这是富田学校德育工作的“精准扶

贫”，其目的是不放弃一个学生，让每一

个学生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三）管理育人。富田学校认为，

学校管理就是教育，而且是最直接、最

具体、最实际、最生动的教育。为了提

高管理的育人效果，该校制定了一系

列规定和制度，要求学校各系统、各班

级，包括学生公寓、学生食堂都要严格

执行规定和制度，营造全方位的强大

育人气场和氛围。

三、成才篇

怎样才能将学生培养成振兴民族

大业的合格人才？富田学校的回答

是：全面促进学生“能自觉，会自学”。

良好的育人环境，丰富多彩的德

育活动，细致的学校管理，已经为培养

学生“能自觉，会自学”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该校又有针对性地做好三个方

面的工作：

（一）开展“四自”教育，促进学生

“能自觉，会自学”。“四自”教育，即“自

信、自明、自主、自强”教育。自信教育

即唤起学生的“自信”，他们的措施是：

夯实“两个教育”，即理想教育和励志教

育；落实“两个活动”，即设置目标卡活

动和诵读激情励语活动。自明教育即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明白事理，从

而不自傲、不消沉。自主教育即教育学

生做好自己的主人。自强教育，该校认

为，自强必须建立在自信、自明、自主的

基础上。同时，他们还注意了四个方面

的工作：一是培养学生的吃苦精神，二

是培养学生的抗诱惑能力，三是培养学

生的抗挫能力，四是引导学生积累知

识、积蓄能量。

（二）落实学生的自主管理、全员

管理。富田学校认为，“四自”教育是

从思想上引导学生“能自觉，会自学”，

而实施学生对班级的自主管理和全员

管理，则是从行动上推动学生“能自

觉，会自学”。他们的具体做法是：

第一，组建班级多功能学习小组，

该校学生的自主管理和全员管理是通

过班级多功能学习小组来实现的。

第二，运用学习小组，实施班级的

自主管理和全员管理，学生的自主管理

和全员管理有效提升了班级管理水平。

（三）把握课堂，丰富课外。该校

认为，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课

堂是学校所有工作效能的集中体现。

同时，课堂也应是实现学生“能自觉，会

自学”这一育人目标的主阵地。通过大

量的教育工作，尤其是学生的自主管理

和全员管理，已经形成了较好的“能自

觉，会自学”的氛围，课堂应进一步巩

固、深化这一育人目标，让学生在“成

人”的基础上真正“成才”。

富田学校的课堂是学生如饥似渴

获取知识的课堂，是名副其实的高效

课堂。历年来，在生源质量同位的基

础上，他们的教学成绩一直保持绝对

优势。然而，他们的育人目标绝不仅

仅在课堂，更在学生的全面发展，更在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能自觉，会自学”促进了“人人成

人，人人成才”，“人人成人，人人成才”

绽开了富田满园桃李。

30年筚路蓝缕，30年苦苦求索，30

年风雨如磐，30 年岁月如歌。富田学

校的今天风景如画，富田学校的明天

一定会更美好。富田人有一个梦：创

百年名校。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梦

想成真。

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冢，高

坟也”。人生有涯，入土为安，所以冢

随处可见。这个意义上的冢与风流无

涉，风流之事须待风流之人——历史

上的风流人物为我们留下了剑冢、笔

冢、印冢、花冢、茶冢，除此之外，值得

重视的还有诗冢。

《全唐文》收录了刘蜕《梓州兜率寺

文冢铭》一文，文章道：“文冢者，长沙刘

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

据清光绪十年刻印的《射洪县志》记载：

“文冢在射洪县北一里，涪江东。唐大

中时刘蜕流寓射洪，聚所为文埋葬于

此，故名。”虽说是“文冢”，但刘蜕所埋，

除了文之外，无疑也包括了诗，这可能

是可考的最早诗冢了。尽管无法统计

在历史长河中有多少诗冢，但可以确定

的是，每一处诗冢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一段情怀，值得钩沉探赜、抉奥阐幽。

程善之在《骈枝余话·诗冢》中记

载：“当涂城西南数十里，枕江带山有所

谓诗冢者，故老相传明季尝有人葬诗稿

于此。”葬诗人为邑富人黄氏女名爱珠

者，因为聘于不识之无的商贾，有彩凤

随鸦之憾，便在出嫁前“出诗文稿数巨

册，亲自埋之……伏地大哭，哀声动

人”。由于悲哀过度，以至“昏扑于地，

家人舆以归”“嫁后夫不能文，女手未尝

近文墨，如是者十年”，后郁郁而终。

《骈枝余话》是一本志怪小说，所记

诗冢故事或许实有之，但也不排除虚构

成分。其实，真实的诗冢所在多有。《江

西诗征》和《鄱阳县志》都收录了程文广

《诗冢》一诗，题记中写道“元末鲁修偕

其友十人瘗诗处”。瘗诗应该与天下动

荡有关，鲁修等人深感人命危浅、朝不

保夕，于是为自己的诗歌早作安排。

明代钱仁夫因刘瑾专权，引疾归

乡，曾纳诗于生圹中，铭曰“诗冢”。明

代邵宝有诗“钱翁作诗冢，粤惟己巳

年”，据此可以推出钱仁夫修诗冢的大

概时间。邵宝在《闻钱水部讣》一诗中

又说：“片纸仙方空入梦，百年诗冢竟

风流。”在邵宝看来，钱仁夫修诗冢是

一件风流韵事。

以上都是自修诗冢的故事，还有为

他人修诗冢的情况。清人黄图珌在《看

山阁闲笔》“遗声冢”条记载：其妾雪香，

字梅檐，雅好文墨，颇能歌诗。黄图珌写

道：“曾择其尤者百章，附于《幽贞实录》

中，名曰《梅檐遗稿》，啧啧犹在人口。然

未梓者尚多，不忍相弃，遂封而为冢，曰

‘遗声冢’。”埋玉土中，情何以堪？黄图

珌修诗冢，就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爱妾

的深情和纪念。之所以名之曰“遗声

冢”，是因为“音容虽杳尚闻声”的缘故。

清代无锡人顾光旭，尝选自汉至

清中叶邑人遗诗为《梁溪诗钞》，入选

者千余人，选毕取诸稿埋之，名曰“诗

冢”，复作诗记之，一时传为佳话。潘

世恩《诗冢歌》中说：“晴沙先生选诗一

千一百有十人，残编断简堆积高于

身。何来贾生出奇计，瘗之石穴千载

留其真。”张云璈《顾晴沙先生诗冢歌》

道：“欲将剩稿投水火，素斋居士言不

可。请从刘蜕文冢例，藏以玄宫位置

妥。”可见顾光旭是听了他人劝告，才

仿效唐代刘蜕的故事修了诗冢。

自修诗冢或者为他人修诗冢，虽

然都不失为风流雅事，但应约把诗冢

修在域外，无疑别具胜义。黄遵宪任

驻日文化参赞期间，不但编纂了《日本

国志》，还据自己对日本山川地理、文

物制度、民俗风习以及工艺产品的了

解，创作了七言绝句体《日本杂事诗》，

计 154 首。这部被称为“海外竹枝词”

的诗集，以题材新奇、内容丰富、议论

精当在中日两国广为流传。当时经常

与黄遵宪交流的日籍人士源辉声对

《日本杂事诗》钟爱无以复加，恳请黄

遵宪将诗集初稿埋于他东京墨江畔的

家园中。黄遵宪欣然同意，亲笔题写

了“日本杂事诗最终稿冢”碑文，并酹

酒祝曰：“一卷诗兮一抔土，诗与土兮

共千古。乞神佛兮护持之，葬诗魂兮

墨江浒。”源辉声和云：“咏琐事兮着意

新，记旧闻兮事事真。诗有灵兮土亦

香，我愿与丽句兮永为邻。”源辉声去世

后，他儿子按照他的遗愿，又将“诗冢”

迁到了他安葬的平林寺内。源辉声修

《日本杂事诗》诗冢，不仅是一桩雅事，

也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

诗冢是文人流风余韵的载体，其

中既沉积故事，又饱含深情。明乎此，

谁说诗冢不可以宝藏视之呢？

（作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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