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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点 亮 智 慧 阅 读 陪 伴 成 长

读书周刊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5月16
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
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
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主办的“书
香万里行”走进河北省石家庄
市，深入到学校、图书馆、书店、
社区、家庭等地了解全民阅读开
展的情况。当记者来到石家庄
市金马小学教育集团金马校区
时，五年级的学生们正在齐诵

《少年中国说》，那抑扬顿挫的声
音、稚嫩青春的脸庞、挺拔坚毅
的身驱，以及少年学子们发自内
心的雄心壮志，无不感染和打动
着现场来宾。而在另一间教室
里，学生们正随着古筝的伴奏饶
有兴味地唱着，还随着音乐打着
拍子：“橘啊，你这天地间的佳树，
生下来就适应当地的水土⋯⋯”
原来这是一堂古诗词阅读课，屈原
的《橘颂》在学生眼里，不再仅仅是
背诵和字词句的解析，还可以吟
唱，抒发自己的情感。

“孩子们特别喜欢这种方
式，所以觉得古诗词一点也不枯
燥，他们班已经学会了200多首
古诗词的吟唱。”金马小学教育
集团校长袁冠贤告诉记者，学校
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学习和传承，不仅体现在阅读课
上，也渗透到各个学科平时的教
学中。比如，曹老师在讲《三国
演义》中的“草船借箭”时，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同学们看原
著第四十六回⋯⋯”孩子们是带
着兴趣去读书，在润物细无声中
和书交上了朋友。

走在金马小学校园，书香氛
围扑面而来。图书长廊、年级图
书角、主题图书吧、班级图书架
摆放的都是孩子们喜爱的图
书，供他们随时取阅，甚至连每
一面墙壁、悬挂的每一幅作品，
乃至每一株花、每一棵树木、每
一个角落都充溢着书的香气、知
识的味道。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一所
学校可以什么也没有，但只要有
图书馆，就可以称之为学校。’而我
们就是把学校变成一个图书馆，
让学校成为‘图书馆里的学校’，让
阅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
且自然。”袁冠贤说，集团拥有三个
校级图书馆，还设有爱幼堡、天友
图书城两个校外读书基地。从

“古诗吟诵”到“经典新唱”，从“图
书漂流”到“少年诗会”，从“师生
阅读”到“亲子共读”，从“寻找阅
读达人”到“寻找有温度的朗读
者”，从“诚雅悦读明星评比”到

“书香家庭评比”，一系列的活动
使阅读已经像吃饭穿衣一样成了
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

事实上，像金马小学这样重
视阅读又卓有成效的学校在石家
庄不止一所。石家庄市文广新局
印刷发行管理处处长刘茂利说，

“青少年读书节”活动作为石家
庄市全民阅读活动的一项重要
内容，自 2006 年至今已举办了
十一届。每年从 4 月开始至 12
月，通过推荐青少年优秀阅读书
目，组织开展读书评选、读书实
践及捐书公益活动，举办中小学
生听说读写大赛、名师校园巡
讲、名家读者交流会、文化研学
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单
是“听说读写大赛”，就吸引了全
市240余所中小学校参加，累计
人数超过110万人。

以“在爱中行走”为教育理
念的石家庄市神兴小学教育集
团，不仅实施了“三二三”阅读工
程，还建立了书香班级、书香家
庭、读书之星、书香教师的评价
制度，截至目前，有 200 多名学
生获得过读书之星的称号，12个
班级获得过书香班级的称号，10
名教师获得过书香教师的称号，
56 个家庭获得过书香家庭的称
号，校园读书的气氛日益浓厚。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还构建
了“爱阅读”的课程，包括读书
节、日有所诵、绘本花园、教师阅
读、亲子阅读、家长阅读六大板
块。家长阅读由“爸妈搜”教育
智库教育博士担任领读教师，
700 多个家庭自愿参加，组成了
14 个实验班，已经阅读了《朗读
手册》和《斯宾塞的快乐教育》等
书籍。霍洁校长认为，通过这种
方式，可以提高家长们的阅读兴
趣和家庭教育品质，也是创建书
香社会的有效延伸方式。

的确，书香校园的建设不仅
引领中小学师生多读书、读好
书，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也以
点带面、整体推进，辐射和带动
了书香家庭乃至书香社会的构
建。石家庄市文广新局副局长
张秀芳介绍，石家庄市全民阅读
活动起始于 1997 年，由市委宣
传部、省会文明办、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牵头，市教育局、市
总工会、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市
妇联等单位为成员单位，是全国
最早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城市
之一。通过开展青少年读书节、
寻找“阅读达人”、“书香系列”评
选，打造儿童书城、新华书店读
者俱乐部、线上线下贯通整合的
石门书库、“石图讲堂”，以及建
设全民阅读活动实验基地校等
一系列品牌活动，在全市营造了

“人人爱读书，处处飘书香”全民
读书的浓厚氛围，培育了尊重知
识、热爱阅读、追求创新、奋发向
上的社会风尚。

“今后，石家庄市将深入推
进书香校园的建设，充分发挥校
园在全民阅读活动中的关键性
作用。将‘从娃娃抓起’的阅读，
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和生动贴
近的形式，推动亲子阅读、家庭
阅读、校园阅读、城市阅读活动
的开展，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常
态。”张秀芳说。

书香校园已成为推动

全民阅读的关键力量关键力量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现代诗歌教育普及读本》（王
宜振编著，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一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这
在近年来的中小学校园和儿童阅读
教育领域是少见的，与此同时，也引
发了关于诗歌教育的讨论和反思。
一部关于诗歌教育的书，为什么会在
当下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是我所真正
感兴趣的、好奇的。带着好奇和思
考，我与该书编著者、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王宜振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重新认识诗歌的教育价值

赵士英：王老师，多年来，您的
很多作品被选进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和小学德育教科书中，其中有很多作
品是诗歌。中国古代《论语·季氏》讲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认为诗歌有这样四个作用。中国古
代还有“诗言志”的观念，这是对诗歌
社会作用的最高肯定。所以，古代圣
人以诗礼传家，要求儿童学诗学礼，

《诗三百》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
经》，成为经典。也正是在这个基础
上，才有《毛诗序》中“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赞颂溢美之
语。在今天，您认为诗歌对儿童发
展和语文教育的价值是什么？

王宜振：中国是一个诗歌的泱
泱大国，自古以来就有“诗教”的传
统。诗教就是用诗来管理、教化社
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以诗治
国”。诗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对人
的心灵进行陶冶，使心灵得以净化、
丰润和提升。现代诗歌理论所津津
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
在这里可以得到印证。

中国古代就有“蒙以养正”的儿
童教育理想，即在儿童蒙昧时期，要
教给他正确的东西。从诗教的角度
来讲，就是要用优秀的诗歌，去浸润
充盈儿童的心灵，帮助他们完善人
格塑造，培养性情，养成审美趣味。
一个人能够过着一种有诗意的生
活，那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以为诗教不仅契合儿童的
天性，也是呵护儿童的诗性本色、
滋养儿童的精神成长、激发儿童的
无限想象力的重要举措。因为，诗
歌比其他文学样式更精练、更纯
美、更富有想象力和隽永的情趣。
如果孩子在成长阶段与诗歌结缘，
会使他受益终身。

赵士英：您刚才提到的“认识、
教育、审美”三大作用，正是您倾情
编著《现代诗歌教育普及读本》的
初衷吧？

王宜振：是的。我一辈子从事儿
童文学创作和普及工作，在我的创作
生涯和与中小学师生深度交往的过
程中体会到，诗歌对儿童成长和语文
学习具有重要的价值、魅力。

现代诗歌教育被冷落了

赵士英：在《现代诗歌教育普
及读本》中可以看出，您更看重现
代诗歌对孩子们的教育价值，而不
仅仅是对诗歌的文学解读。您写
这部书有怎样的深度考量？您为

什么在当下写这样一部书？
王宜振：在近年来儿童阅读的

热潮里，古诗文获得了青睐，诵读
经典古诗成了儿童语文学习的重
要内容，这无可厚非，但却相对忽
视和冷落了对现代诗歌的学习教
育，对学习现代诗歌的重视和引导
明显不足。还有，从我们当前对中
小学语文教学的观察看，很多语文
教学对现代诗歌的教学特点认识不
到位，把握不准确，对现代诗歌和现
代文采取了同样的教学方法，落入
内容分析、背景把握、词语解读的俗
套，因而造成了现代诗歌教学的“诗
性”不足，语文教学的“诗意”不足，
未能彰显现代诗歌教学应有的价值
和魅力。

赵士英：所以，您写这套书的
用意就在于彰显现代诗歌的独特
价值，引领中小学现代诗歌教学的
正确方法。近年来，中小学语文教
学中兴起一股探索文体教学的热
点研究，即不同文体有怎样的教学
个性，其教学目标、要求和教学方
法有怎样的不同。您的这部书被
中小学校长和师生们看作是“及时
雨”，对现代诗歌教学的指导是系
统的、接地气的。

王宜振：您一语中的，点中了
我写这部书的要义之一。同时，写
这部书还有一个我常常深思的问
题，即我们教育中的儿童观。今
天，孩子们还不能在身心上充分
地、自由地、有个性地发展，这是因
为成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愿望和意
志来塑造孩子。学校教育和课堂
教学中这样的束缚还没有得到有
效地改变，孩子们有生命和有个性
的成长时空还比较狭小。家庭教
育与学校教育比起来，则更具有功
利性。这使很多孩子失去了童年，
没有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和心灵
感应方式。而一个人失去童年，就
失去了童年的梦想。

诗歌是孩子们内心世界的容
器，通过诗歌，孩子们容易形成自
己的心灵感知方式，容易保留童年
时的梦想。孩子们在诗歌的世界
里，不仅如鱼得水，而且在身心上
获得极大的自由，能够体验世界
美、人性美和人生美，是自己不失
美好的心灵状态。

现代诗歌教育的独特价值

赵士英：您的这部书的名称聚
焦在“现代诗歌教育”，它是题眼，
也是影响师生和家长们的亮点所
在。很多师生在读这部书的时候，
也有诸如“什么是现代诗歌”“现代
诗歌有哪些特征”“现代诗歌教育
的独特价值何在”等问题。请您作
一下深入解读。

王宜振：诗歌，是一种文学体
裁，能够自成一格，也能与其他艺
术相结合，如诗剧、歌词或散文
诗。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
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
歌。诗歌是文学样式中最早产生
的文体，也是一切文学样式中语言
最精炼的文体。有文学的地方就

会有诗歌，诗歌是文学的灵魂。这
种文学类型包含叙述性、戏剧性、
讽刺性、训诫式等形式。它按照一
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
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现代诗歌”按照字面意思的
推演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相对于古
代诗歌的现当代诗歌，二是指诗歌
的现代性。“现代诗”的含义可以理
解为：形式是自由的，内涵是开放
的，追求意象重于修辞等。“古典
诗”与“现代诗”相比较，“现代诗”
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
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
的沟通。

关于诗歌的现代性，我个人以
为是指诗歌在主题内容、意向、表现
方式等方面体现了现代精神和价值
取向、审美追求或诗歌写作的创新
性。在《现代诗歌教育普及读本》
中，主要是指第一种含义。

赵士英：是的，我认同您的观
点，对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
现代诗歌更强调其所蕴含的时代
精神，更加需要彰显面向未来的主
题内涵，更需要对诗歌的表达作出
创新，更要求适应人们诗歌的现代
审美需求。因此，现代诗歌教育更
能使儿童感受时代精神，体会诗歌
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更能让精神世
界获得美的熏陶。

今天的孩子最缺想象力

赵士英：现代诗歌教育的功能
很丰富，这关系到现代诗歌教育的
目标、内容以及教育的过程和方
法，请您谈谈提倡孩子读现代诗具
体有哪些好处。

王宜振：我认为读诗至少有五
点好处：

一是可以培养观察能力。由于
诗要表达的意、味、情、景、思比其他
文体要集中、要浓烈，诗歌采取的意
象就要求冲击力比小说、散文中的
形象大得多，这样才能一下感染和
打动孩子，产生诗感、诗想、诗憬、诗
悟。读诗，不仅可以引导孩子观察
这个世界，还可以培养他们观察这
个世界的独特视角。

二是可以开发想象力。在电子
传媒和应试教育不断弱化孩子想象
力的当下，有必要开展文字阅读，尤
其是诗歌阅读去拯救孩子的想象
力。因为诗歌与视觉艺术有一种本
质的对抗性，它可以激发儿童自身
潜在的本原的精神自由与想象力。

三是提高表达能力。阿根廷
著名诗人博尔赫斯说：“每当我们
读 诗 的 时 候 ， 艺 术 就 这 么 发 生
了。”一个诗人就是一个魔术师，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内心的彩
画。我以为，学会表达是学会写
作的重要一环。而读诗写诗可以
更熟练地让孩子学会表达，继而
学会写作。

四是可以陶冶情操，培养对生活
的感受能力。在生活中捕捉感动，捕
捉情感的变化起伏，这样写出的文章
才会感人，而读诗写诗恰恰是陶冶情
操表达情感的重要一环。

五是可以启迪智慧，孕育创造
能力。好的诗歌充满了创新思维，
常读好诗会获得想象力的启迪，而
想象力就是创造力的基础。

赵士英：想象力在今天已经成
为儿童核心素养体系中的核心，被
全球教育所看重。您也坚信“想象
力是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关键”，并
认为“想象力比知识重要”，为什
么？在诗歌教育中培养想象力真
的那么重要吗？

王宜振：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
设备成长起来的一代孩子，知识面
很广，信息量很大，他们不缺知识，
缺的是想象力。当前的时代又称为

“读图时代”，图画对于成长时期的
孩子，确有激发他们想象力的作用，
但这种想象毕竟是直接的、确定的、
图像化的，是类型的、程式的、固定
化的。它使孩子只有被动接受和感
知的自由，失去了自我创造和独立
想象的空间。加之应试教育和电子
传媒对孩子想象力的扼杀，久而久
之，孩子的想象力日渐弱化。这些
年来，无论是写儿童诗、编儿童诗还
是作儿童文学讲座，我都有一个愿
望，就是打造孩子的超级想象力。

赵士英：在您的书中，不仅异
常看重想象力的培养，还把想象力
分为“文学想象力”和“科学想象
力”，二者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王宜振：文学想象力就是文学
家、艺术家的想象力，是审美的、主
情的；科学想象力是科学家、政治
家、工程师的想象力，是科学的、实
用的。

首先，科学的想象力是可以证
明的，而文学的想象力则不同，无法
得到科学证明，例如李白的诗：“飞流
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其

次，科学的想象力表现的是理性，而
文学的想象力表现的是感情。

当然，科学的想象力和文学的
想象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文学
的想象力往往会成为科学发明的
先导，也就是说，文学的想象力常
常为发明创造奠定基础，一旦得到
严密的科学论证，就成了科学。

现代诗歌教育的方法策略

赵士英：很多老师和家长关心如
何进行现代诗歌教育，您能说说诗歌
教育的方法策略吗？

王宜振：现代诗歌的教学方法
和策略是很丰富的，可以在遵循诗
歌的特性和教育着力点的基础上去
探索创新。但总的来说，其基本方
法策略要把握以下五点：一是要诵
读，美美地朗读、诵读，重在体会诗歌
的韵律和音乐性；二是发挥联想、再
造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重在感悟
体会诗歌的画面、意境和意象；三是
感受诗歌语言的优美，重在培养语
感；四是背诵积累诗句和形象，并用
多元化的方式表达感受；五是读写
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赵士英：您提到的现代诗歌教
与学的方法，是对语文教学研究成
果的精准表达，而且具有可操作的
实践性，这对师生们具有很强的指
导作用，可以把现代诗歌教育落到
实处。

今天，与您的对话，我受益匪
浅，意犹未尽。我想您的这部书和
您在对话中提出的真知灼见，一定
会对中小学现代诗歌教育的未来
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专家）

“每当我们读诗时，艺术就这么发生了”
——由《现代诗歌教育普及读本》引发的对话和思考

赵士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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