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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1 吟诵是汉诗文的主要创作方式
中国人从屈原开始“作诗”，“作

诗”的主要方式是“先吟后录”，鲁迅诗
云“吟罢低眉无写处”，说得非常清楚。
创作方式不同， 作品的意义呈现方式
就不同。“吟”是拖长腔的，“吟诵”的独
特性几乎都来自于此，即“歌咏言”。在
日常口语中，语音本身的意义不显著，
然而一旦拖长， 声音的意义就被放大
了，它就承载了作品的部分意义。古代
的文人都知道这点， 所以创作诗文时
会把一部分意义置于声音中。比如，最
常见的，押韵就是主音和长音。单说长
音， 就是韵字拖得最长， 实际上读古
诗，一半左右的时间都在听那个韵！韵
决定了诗歌的情绪、格调。“关关雎鸠”
的意思，不是关啊关啊叫的雎鸠鸟，而
是想让你听“iou”的声音，那是“君子”

的心声，是他见到“窈窕淑女”时最强
烈的感觉。

关于吟诵的规则， 我将其总结为
“一本九法”。“一本”， 就是吟诵的目
的，是表达出作品的涵义，尤其是声韵
涵义。“九法”，即依字行腔、依义行调、
平长仄短、模进对称、文读语音、腔音
唱法、入短韵长、虚字重长、平低仄高。
创作时也是依此进行， 所以一部分意
义是用声音来表达的， 声音的高低长
短轻重缓急，都是有意义的。诵读的时
候也就必须依法进行， 才能还原声音
的意义。阐释诗文，必从吟诵入手。

因此， 汉诗文的意义是由音义和
字义两部分构成的。 现在大家都只从
字面上解释汉诗文，抛弃了音义部分，
把诗文只当大白话，可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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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有所诵”，带孩子回归母语故乡
■薛瑞萍

一个人的母语水准， 往往决定其
创造力、 思维力、 感情力———也就是
情感体验能力和表达能力———所能达
到的境界。 不论是社会科学， 还是自
然科学， 人们在具体学科中取得的各
项成就， 好比硕果累累的桃树、 梨
树、 苹果树。 先有肥壤， 后有大树。
你怎能期待在半尺厚的贫瘠土地上生
长出草以外的东西？

如果说语言是人的本质， 那么母
语就是最初、 最深的人本身。 出生之
前， 从母亲受孕的一刻起， 从人还是
受精卵的时候起， 人就在母腹， 在母
亲的睡梦里， 无一刻间断地感受着母
亲用母语思考、 表达时的身心震颤和
律动。 出生伊始， 对于听到的语言，
人自然完全不懂， 但对那声音、 节奏
却是极熟悉的， 那是伴随其成长， 早
就彻底融入骨肉的。 这种包孕“懂
得” 又超越“懂得” 的温暖， 是人学

会说话的前提， 也是生物人成为社会
人的前提。

七月胎儿即有听觉。 人是用耳朵
学习语言， 而不是用眼睛。 那些入神
地阅读的人其实是在入神地倾听； 那
些奋笔疾书的人， 其实在口若悬河。
最好的文字不是诉诸于眼睛和头脑，
而是诉诸于耳朵与心灵。 三岁以前主
动、 大量的倾听让孩子学会了说话，
这是人一生中最大的学习成就， 也是
之后一切学习的基础。 入学之后， 他
们需要通过对于文学语言、 抽象语言
和高级语言的海量倾听、 诵读， 获得
高级语言能力。

最好的母语教育应当像孩子在母
腹中一样， 环境是亲切的、 简单的、
自然的， 而且是反复的、 有节奏的。

由亲近母语研究院2007年推出
的 《日有所诵》 系列图书遵循“以儿
童为本位， 服从儿童发展” 的编写原
则，尊重、满足儿童对于“形象”、“韵
律”的需求，从童谣、童诗开始，六年一

贯，日不间断，缓坡上行。
“日有所诵” 为什么有力

量？ 因为日不间断。 日不间断
地记诵， 是炼心的过程。 水滴
石穿， 绳锯木断。 天长日久，
积累的是语言，培养的是诗性，
也是定力和静气……或早或
迟，或深或浅，所读所诵，都会
内化为一代人的精神气质。

诵读是什么？ 诵读就是深
入阅读，以口摄入灵魂的食粮。

琅琅书声，朗朗乾坤。适宜儿童的经典
诵读，培养慧根具足的一代新人。

一、 二、 三年级读什么？ 一本名
为 《我来了》 的书中这样写道： 童谣
不是对着大脑说话， 请警惕什么书是
不适合儿童的， 明显带有教育意义
的东西是不适合儿童的。 儿歌、 童
谣不是对着头脑， 而是对着孩子的
心灵在说话 。 所以， 在一年级的
《日有所诵》 中， 我们读到的是“拉
大锯， 扯大锯， 姥姥家， 唱大戏。 接
闺女， 接女婿， 小外孙子也要去”、
“兔来了， 狼来了， 螃蟹爬上墙来了。
电灯一关都跑了， 电灯一开又来了”
这样的童谣。

每一个在一年级带着学生“日有
所诵” 的老师， 都对孩子诵读儿歌、
童谣的幸福情境难以忘怀。 那是自由
玩耍的节奏！

华德福学者伯纳德·李维胡德说，
韵律记忆是儿童所特有的记忆， 突出
表现为幼儿和低年级小学生对于儿
歌，尤其是传统歌谣的喜爱。而且她将
作为土壤或底层叶片，滋养、支持着四
年级以后抽象记忆的发展。这就是“韵
文”对儿童精神发展如此重要的原因。

《日有所诵》 里有这样一首儿歌：
“青蛙告诉竹子/它有两个名字/小时
候叫作蝌蚪/长大成了青蛙。” 孩子就
知道了， 下面一段可能是： “竹子告
诉青蛙/它有两个名字/小时候叫作竹
笋/长大成了竹子。” 我们班一个女孩
便也写了这样一首儿歌： “帽子告诉

风筝/它有两个名字/古代叫作冠/现在
叫作帽子//风筝告诉帽子/它有两个名
字/古代叫作纸鸢/现在叫作风筝。” 我
说你太有才了， 我们的女孩太有才了。
男孩就不服气了， 于是他们也写了一首
儿歌： “蒲公英告诉流星/它有两个名
字/小时候叫作蒲公英/长大叫作伞兵//
流星告诉蒲公英/它有两个名字/天上叫
作流星/地下叫作陨石。”

语感传达体悟， 语调即品位。
“我像那夜间之路， 正静悄悄地听

着记忆的足音。 黄昏的天空， 在我看来
像一扇窗户， 一盏灯火， 灯火背后的一
次等待。 我是秋云， 空空地不载着雨
水。 但在成熟的稻田里， 看见了我的充
实。 静静地坐， 我的心， 不要扬你的尘
土， 让世界自己寻路向你走来。”

这样的文章一定要让孩子诵读，同
时也要让家长参与进来。 我的家长会从
来都开成读书会， 如果儿童阅读是课程
化的，家长会也可以是课程化的。我希望
家长成为我的“钢丝”，怎么办？很简单，
不要说道理， 我就让家长们捧着孩子的
书， 让他们知道孩子在我的班级中接受
着怎样的教育。我让他们一起读《日有所
诵》里的儿歌童谣，吟诵《山中送别》，朗
读《丑小鸭》、《偷吃人参果》……

如果你是陈琴那样经史子集烂熟于
心的高士， 你自可以凭借个人的大能
力、 大热情带着一班普通的孩子， 从低
年级开始， 六年诵完 《论语》、 《孟
子》、 《大学》、 《中庸》、 《道德经》，
还有唐诗宋词元曲。 即便如此， 陈老师

也强调： “一年级我们也背了许多儿
歌。 我们也是用儿歌解决了大量识字的
问题 ， 我们也背‘唐僧骑马咚那个
咚’。”

如果你是韩兴娥那样认准正道、 坚
持到底的壮士， 你自可以理直气壮地给
予教材、 考试相应的对待， 召集孩子围
绕在经典名著周围， 老老实实地和孩子
一起读、 一起背。

如果你是看云这样自认深谙母语学
习真谛的母亲， 你自可以本着“做真教
育”、 “学真语文” 的真心，、 咬定青山
不放松， 让孩子小学即背 《长恨歌》、
《琵琶行》、 《蜀道难》、 《曹刿论战》、
《天时不如地利》 ……

然而多数教师不是陈琴、 韩兴娥，
正如多数母亲不是看云。

《日有所诵》 适宜的， 是普通教师、
普通班级的成长需要。 《日有所诵》 的
原则就是面向普通， 缓坡上升。 不必孩
子格外费力， 不必教师格外高明。 当
然， 它对教师还是有要求的。 《日有所
诵》 要求教师： 面对母语和儿童， 有发
自内心的虔诚和热爱； 面对荒诞和压
力， 有坚守正道的智慧和勇气。

这就是母语的声音， 我们最初和永
远的故乡！

让我们和孩子一起走在这条回家的
路上， 把世界带进教室， 把光明带给儿
童。

（薛瑞萍， 网名看云， 安徽省合肥
市六十二中小学部语文教师， 著名儿童
阅读推广人）

一线

吟诵———中国式读书法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一所学校，经

常听到里面传出孩子们齐声朗读的声音：
白！ 日！ 依！ 山！ 尽！
黄！ 河！ 入！ 海！ 流！
欲！ 穷！ 千！ 里！ 目！
更！ 上！ 一！ 层！ 楼！
我想所有的中国人都熟悉这种声

音， 这就是我们读书的声音。 但是，
您有没有想过： 这种一字一顿的读
法， 源自何处？

1920年， 北洋政府下令小学课
本使用白话文， 这是白话文教育之
始。 但是关于白话文应如何读， 当时
并未形成统一意见。 于是， 模仿欧洲

重音语言诵读方式的“朗诵” 逐渐兴
起， 直至今日的规模。 白话文朗诵是
对的， 但是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古诗文
的诵读中， 不是很荒谬吗？

那么， 自古以来， 我们汉语的诗
词文赋， 是怎样诵读的呢？

自古读书皆吟诵。 百年以前， 亦
即辛亥革命那年， 没有一个中国人会
朗诵。 朗诵是90年前从欧洲传进来
的。 由此上溯三千年， 所有的中国人
都是吟诵着读书的。

吟诵不仅仅是诵读方式， 它是中
国式读书法， 是一个上下贯通的文化
传承体系。

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
特展在京展出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由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主办， 国
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承办
的“古籍普查重要发现暨第四批国家
珍贵古籍特展” 近日在国家图书馆总
馆北区举办。

本次特展展出了2013年公布的
“第 四 批 《国 家 珍 贵 古 籍 名 录》
（1516部） 和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
（16家）” 名单， 并通过“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成果展”、 “入选 《国家珍贵
古籍名录》 的部分精品古籍实物展
示”、 “古籍普查重要发现展示”、
“《中华再造善本》 续编成果展示” 四
大部分， 全面展示了“中华古籍保护
计划” 开展7年来所取得的突出成绩。

记者在现场看到， 从第四批 《国
家珍贵古籍名录》 1516部古籍文献中
精选出的110余部极具代表性的古籍
珍品， 包含甲骨文、 敦煌遗书、 宋元
旧拓、 古代舆图、 民族古籍和外文善
本等， 不少珍贵古籍文献为首次面向
公众展出。 其中， 甲骨文作为重要出
土文献首次入选 《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 展览集中展示了其中的18件精
品， 同时配以拓片与内容丰富的展
板， 介绍甲骨的发现、 释读及科学发
掘， 并绘制“中国甲骨收藏分布图”
和“海外甲骨收藏分布图”， 以使广
大参观者更加深入了解甲骨收藏、 研
究等情况。

稿本作为书籍写作的最初形态，
出于著者之手， 最为可信， 而未刊稿
本、 与刻本内容相异的稿本则具有更
高的版本和文献价值。 展览选取了部
分名家稿本， 其中有中国第一位驻外
大使郭嵩焘所著 《[光绪]湘阴县志》
稿本， 经曾国藩批校， 弥足珍贵； 著
名文学家蒲松龄的 《鹤轩笔札》， 收
录了其南游宝应、 高邮时担任孙蕙幕
僚期间， 代写的书启、 公文、 谕告等
文稿。 这些稀见稿本将展示许多名家
学者少为人知的经历和思想， 让读者
在政治历史、 学术思想等方面获得更
新、 更全面的认识。

朱晓兰 绘

“2013年度中国教育报
教师喜爱的100本书评选”启动

诚邀读者
参与好书推荐

伴着时间流逝的脚步， 一年一度
的“中国教育报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评选” 开始了。 请回忆您在这一年读
过的书， 并从美好的阅读记忆中选出
印象深刻的5至10种， 写出属于自己
的“独家点评”。 您的推荐将成为100
本书评选的重要参考。

“教师喜爱的100本书评选” 是中
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的品牌活动， 在读
者中具有良好口碑， 评选出的好书榜
单已成为读者挑选图书、 出版社出版
图书的重点参照系。

本评选凸显教师视角， 旨在通过
教育工作者、 专家、 读书版编辑参与
的评选， 对2013年的图书进行检阅，
遴选出真正受教师读者欢迎的优秀图
书。

依据教育理论、 教师专业成长、
教育管理、 教育心理、 文史哲经、 家
庭教育的分类， 最终将评出教师喜爱
的100本书TOP10及佳作奖90种。 为鼓
励出版社出版更多优秀的少儿读物，
本次增设“教师推荐的十大童书”。
评选结果将于2014年1月6日揭晓。

请参与推荐的读者将您推荐的书
目 （包括书名、作者、出版社）信息及
点评发至 readingbar@edumail.com.
cn，邮件主题注明“年度好书推荐”。截
止日期：2013年12月30日。

读书周刊启

吟诵是古代教育最基本的教学方法

现在到处复兴国学， 诵读经典，
但是没有人去了解古代的教育方式和
教学方法。 几千年来， 我们培育了那
么多托起灿烂古代文明的人才， 他们
都是如何教育出来的？ 古代的老师是
怎么教学的？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吟诵。
吟诵教学法， 就是老师带着学生

吟诵几遍， 外加少量讲解。 这种方
法， 在今天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好
像老师太不负责任了， 其实却是极聪
明、 极负责、 极深刻的教学法。

先说识字， 这是童蒙教育最基本
的任务之一。 吟诵是怎样做到的呢？
吟诵就是把每个字的声母、韵母、声调
都发得很准确，而且拖长，让孩子听得
很清楚， 并且互相组合， 编成了一首
歌。吟诵是绝不倒字的，所以它是用于
正音识字的。古代的时候，《千字文》就
是一首歌，唱一遍，十几分钟。每个字
的字音都是准确的。当然，那是古代的
文读系统的读音。今天，我们可以改成
普通话的文读读音。

有了吟诵这个工具， 古代的识字
教学就变得很容易。 古代儿童一般是
三四岁开蒙， 六七岁进学馆， 这时他
的识字量一般在三四千字左右， 即他
已经具备了自由阅读的能力。 他可以
看任何他想看的书， 所以他自小就亲
近文化、 热爱学习。 现在的教育体系
下， 12岁小学毕业时， 按规定识字
量才1700个汉字， 还不能自由阅读。
孩子对文化的亲近感、 学习的能力都
会弱很多。

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形成的？ 因为
我们用的是西方教育体系。 西方教育
有它的优点， 但不是什么都适合中
国。 用西方方法教汉语文， 尤其是不
适宜的。 西方是重音语音， 文字是拼
音文字， 如果不会拼， 就等于没学会

这个字。 而我们的汉字是图画， 孩子
就是当作图画认的， 会发音， 懂意
义， 就是第一步了。 写字则一般六七
岁之后才开始， 而且为适合儿童的学
习特点， 使用粗笔写大字。 现在是初
学时就用细笔写小字， 不写会就不教
新生字， 实在让人心痛。

有人说让儿童过早识字是拔苗助
长， 我觉得那是西方人的经验。 西方
的文字逻辑性强， 识字多用理性， 所
以不该过早识字。 汉字是图画文字，
识字多用感性， 不在儿童期识字， 才
是违背天性呢。

吟诵的功能不止于此。 看起来是
老师简简单单吟诵几遍， 就结束了课
程，实际上，老师是把他对这篇诗文的
理解，化成了声音的长短、轻重、高低、
缓急，浓缩在一首歌里，教给了孩子。
孩子什么也不懂，就是爱唱歌，于是就
记下来。随着慢慢长大，每次读这篇诗
文，都是这样的，他就会慢慢体会其中
的涵义———为什么这个字长， 那个字
短？原来是那个意思啊！

现在的国学教育， 经常提倡小时
多背， 长大理解。 趁着小时候记忆力
好，多背，长大了理解力好，再理解。这
种说法是不错的，我也赞成，但是并不
完善。 小时候背过， 长大了不一定理
解。 古代是在小时候背诵时就埋下了
理解的种子。埋的方法，就是吟诵。它
就像是一套编码， 在孩子不懂的时候
当成歌一股脑儿教给他， 等他有了理
解能力， 再慢慢自己解开。

我们现在的背诵量， 可能连古人
的万分之一都不及， 就这么点背诵，
还背得很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是死记硬背的。 在古代， 一个儿童在
老师教完以后，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也会开始背诵。 那种背诵， 是想唱得
比老师好听， 比老师舒服， 所以是在

琢磨的。 那是自觉的背诵， 而且还是
审美的、 快乐的，当然记得快、记得牢
啦。吟诵的过程就是理解的过程，反复
吟诵，直至满意，就是在反复琢磨，情
通作者， 直到自己觉得已彻底理解为
止。你读李白的诗，你就是李白，你读
苏轼的词，你就是苏轼。背诵和理解、
审美、创造、快乐、想象一起进行，是一
个自觉的行为， 所以古人的背诵量如
此之大，而又如此之好。

致力于带领学生“日有所诵“的
薛瑞萍老师说过一句于我心有戚戚焉
的话： “吟诵的价值在哪里？ 吟诵的
力量在于什么？ 就在于它是真的！”

吟诵是每个汉语母语者的本能，
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从娘胎里带来
的本能！吟诵有其内部的规则，但至少
可以开始吟诵，这是没有问题的。吟诵
对汉语是母语的人来说， 是天然的、自
然的， 所以吟诵对汉诗文才是必然的。
当然，是否好听并不重要，因为吟诵的
目的在于感人，感动自己，感动他人。

由叶嘉莹、 周有光先生担任顾
问， 亲近母语研究院组织国内著名的
小学语文教师选定篇目， 我与陈少
松、 戴学忱、 程滨等吟诵家录制吟诵
调， 并撰写吟诵建议， 作为我国第一
套吟诵教材， 《我爱吟诵》 本乎儿童
天性， 达于健全人性， 是中国教育之
福， 而又恰与吟诵传统相通。

现在， 传统吟诵只有极少的传承
人在世， 今天的我们， 还有幸能听到
赵元任、 叶嘉莹、 南怀瑾、 赵朴初先
生的吟诵。 这是吟诵不灭的希望、 中
华文明复兴的福音。 我不希望它成为
文化遗产， 我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重
新回到课堂， 回归中国人的生活。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
发起成立中华吟诵学会， 致力于吟诵
的抢救、 整理和推广）

■徐健顺

吟诵是汉诗文的唯一诵读方式

用何方式创作， 就当用何方式诵
读。读诗词不管平仄，读古文不管句读，
只能是瞎子摸象。我们的古诗文，印出
来，是一排排竖列的字，没有标点，但在
每个文人眼中，哪个字长，哪个字短，哪
个字高，哪个字低，哪个字急，哪个字
缓，哪个字轻，哪个字重，都是清清楚楚
的。那是有规定的，不可以乱念。

以中古音为例，近体诗平长仄短，
平低仄高， 对称来读； 古体诗上中下
调，模进来读；古文讲究句读，句读即
语法，外加入声促而虚字缓。如果能这
样读， 古诗文的涵义就自然呈现出来
了，无需过多其他的讲解。所以，自古
以来，我们的学校都使用吟诵的方式，
并且也只是吟诵的， 没有其他的诵读
方式。

吟诵包括有调子的吟咏和没调子
的诵读。念不是吟诵，而是口语。一般刚
拿到一篇诗文，先是念一遍，那不是诵
读。唱也不是诵读，唱是重曲轻词的，与

诵读的“志在达意”在本质上是相反的。
那时候又没有朗诵，所以说，吟诵是汉
诗文传统的、唯一的诵读方式。

过去所谓“朗读”，就是大声吟诵，
所谓“朗诵”，就是大声背诵，即吟诵着
背书。为什么现在意义有所改变？因为
1920年代，西方重音语言的诵读方式
随着话剧和白话朗诵诗进入中国，他
们使用表演的方式， 需要大声才能让
最后一排的人听到， 所以他们把“朗
诵”、“朗读”这两个带“朗”字的词拿走
了，———所以我们今天被迫叫“吟诵”。
我们本来应该叫“诵读”的，我们本来
应该叫“读书”的。“中华经典诵读”就
应该是“中华经典吟诵”。朗诵只能朗
诵白话文。汉语古诗文，只能吟诵。有
曲调地吟咏，或者没有曲调地诵读。诵
读与朗诵是不一样的。 朗诵是不管声
韵的， 诵读是按照创作时的样子， 按
照汉语的声韵来读的， 所以能读出诗
文相对完整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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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的声音” 是日前在南京举办的2013儿童母语教育论坛的主题。 论坛旨在对如何回归儿童的母语教育、 儿童本位的母
语课堂如何构建等问题进行探讨， 寻求母语声音的教育意义以及母语教育的文化意义。 本期我们特约论坛主讲人徐健顺、 薛瑞
萍两位老师， 从研究与实践层面解读吟诵的内涵、 诵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