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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被列为五经之首，足见中国古代
教学对诗歌的重视程度。而万州二中的课
堂，无疑也成了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演绎

“诗意文化”的有效载体。
为了让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有更多“诗意

文化”的元素，学校倡导教师诵读诗歌，亲近
经典，从而让自己“腹有诗书气自华”。正是
在这种“诗意文化”的大环境下，一些教师
越来越爱上诗歌，有的还可以即兴赋诗，其
中不乏佳作，赢得了学生的赞赏。

谭江驰是高三理科班的一位语文教师，
上课时不但自己吟诵诗歌，也让学生通过诵
读去品味诗歌的意境与妙趣。有时灵感突然
降临，谭老师还会仿照所诵古诗，即兴作诗
一首，让学生不由得拍案叫绝，这也在无形
中激发了一些学生写诗的冲动。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高三理科班课堂
上吟诵诗歌，会不会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

对此，分管高三年级的副校长周易给出
了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他说，学习成绩的
高下，与学生平时的情绪状态有着直接的联
系。一个死气沉沉、情绪低落的学生，即使
加班加点地学习，成绩也未必持续上升。相
反，一个富有诗意、朝气蓬勃的学生，即使
比一般学生少学了一点儿课本知识，考试成
绩也往往名列前茅。因为学习时间的多少虽
然与考试成绩有一定关系，但起决定作用的
不是时间，而是效率。情绪愉悦与精神亢奋
状态下的学生，多能步入高效的境界。一些
成绩优秀的高中生，他们不但不是死学苦读
者，反而是爱好广泛、意气风发者。从这个
意义上说，“诗意文化”非但不会影响学生的

考试成绩，反而会让他们“游于艺”地步入
高效学习的审美境界，并取得良好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有了高中课堂上的“诗意文
化”，学生的诗意情趣也会向未来蔓延，以至
让其拥有一个丰沛的诗意人生。

网名“诗意人生”的张燕老师不但演绎
了“诗意人生”的精彩课堂，而且还向课前
与课后进行了延伸，特别是在他的班级开展
了以诗歌记录学校生活的“青春记忆册”活
动，让学生有了更多“诗意人生”的时空。

如果张老师哪一天没有在黑板上写上一
首或几首诗，不在讲解课文知识时信手拈来
几句经典诗句，不但学生会感到失落，他自
己也觉得少了很多应有的课堂情趣。

张老师结合课文内容所吟诵的诗歌，绝对
没有生硬之感，而会给人以“道法自然”的美
感。他说这是临时生成的一种教学智慧，并让
课堂瞬间闪耀出了一道奇异的亮光。如果没
有诗歌诵读的“海量”积累，这些灵光一现的妙
言佳句就不可能脱口而出。而每逢此时，他自
己便情不自禁地升腾起一种特殊的审美愉悦
感，而学生也不由自主地走进了“知之者不如
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境界里。

这种无处不在的诗意教学风格，即使在
毕业班的复习课上也可以演绎出万千风景，
于无形中激发了学生巨大的学习兴趣，并在
复习中感受到了诗意荡
漾的无限美好。

通过这两位教师，
便可以窥斑见豹，想见
万州二中课堂之上更加
丰满的“诗意文化”景

象。
副校长周易认为，课堂不应当只在教室

之中，而是应当有一个大课堂观。比如教学
《兰亭集序》 的时候，教师就可以把学生带到
“流杯池”，在王羲之的雕像前，抚摸着那被

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字迹进行教学。在
教学李白的 《梦游天姥吟留别》 的时候，可
以带领学生走到太白诗林，瞻仰着这一伟大
诗仙的形象，去领略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
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傲骨与豪放。在教
学其他著名诗人诗作的时候，也走到学校里
有其雕塑与刻有诗篇的地方，让学校这个具
有“诗意文化”的场地，成为一个诗意流彩
的课堂。他说，教师甚至可以带学生走到太
白岩，开设一个更大的课堂。

想想当年孔子的课堂教学，既有杏坛固
定“教室”的课堂，更有一个流动的教学系
统，即使在 14 年的周游列国中，他也一直在
进行着教学工作，很多不同国度里的不同场
所，都成了孔子的“教室”。这种大教室观、
大课堂观，对万州二中的诗意课堂，不也是
一个很好的启示吗？

“心者，君主之官”，“诗意文化”固然有
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心灵，才是感受诗意的
更为核心的所在。

（陶继新 汪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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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继新
论道名校系列之二十一系列之二十一

让师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重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诗意文化”解读

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后经海德
格尔的哲学阐发，不但成为妇孺皆知的名言佳句，而且成为很多人的美好向往。重
庆市万州第二高级中学（以下简称“万州二中”）的“诗意文化”，则让这一诗句
的理想向往，在校园里变成现实，同时也延伸出了更加丰沛的内涵。

一所有品质的学校，一定有其精神之
魂。万州二中这所有着 80 年悠久办学历史的
巴渝名校，根在哪里？魂在何处？作为重庆
市特级教师、骨干校长的学校党委书记、校
长汪建德一直为此寻觅，即使“为伊消得人
憔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终于
有一天，当他凝望着学校背靠的三峡历史文
化名山太白岩，“诗意文化”这 4 个字突然在
脑际闪现出来，旋即，异常的激动与喜悦便
洋溢在他的脸上。

将“诗意文化”作为学校之魂，当然不
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必然的原因。

一、太白岩千古绝唱的影响
自古以来，三峡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与

一泻千里的凶险激流，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
客，他们触景生情，留下了很多传世佳作。
仅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这一千古绝唱，就足以让人们想见三峡
的水急滩险与诗人的豪放胸怀。由于当时交
通极不发达，水运成了仅有的交通方式。但
凡欲乘舟过三峡者，绝对不能在夜间通行。
因而从上游经万州过三峡的商旅、官员、文
人等，一般需留宿万州，次日白天再行。

于是，这些文人骚客或走进万州客栈，
或行至江边，开怀畅饮，吟诗作赋，从而留
下了一首首千古绝唱的诗作。据汪建德校长
讲，李白、杜甫、白居易、郑谷、苏轼、黄
庭坚、陆游、杨慎、来知德、陶澍等一大批
文人墨客都曾在此吟诗留迹。

万州二中，背倚一座巍峨而秀美的名山，
古称西岩。相传李白就曾在这里开怀畅饮，弈
棋吟诗。一日，他在西岩与友人下棋的时候，
一只五彩凤凰口衔金壶落于棋盘，大家惊讶不
已。可李白却泰然自若地把金壶从凤凰的嘴
里接过来抛向天空，随即骑上金凤凰腾空而
去。于是，就有了流传至今的千古佳话：“谪仙
醉乘金凤去，大醉西岩一局棋。”从此之后，西
岩便改名为太白岩。

汪校长很自豪地对笔者说，万州是一个
有文气、灵气和仙气的宝地，不仅古代有众
多的文人墨客不远千里来到万州，而且现代
著名散文家、诗人、文艺评论家何其芳，文
艺理论家、美学家蒋孔阳等，就出生在万
州；与学校比邻的太白岩的诗文气象，更是

无时不闪烁出灼灼光芒。“斯人虽已逝”，可
万州二中的师生却依然可以通过他们留存的
精神文本，聆听这些文学大师的吟唱，从而
长久地让这些大师的文气在心中激荡，并以
某些载体使其在“润物细无声”中浸染师生
的心田。

身处文化圣地的万州二中在执着寻觅学
校之魂的时候，“蓦然回首”，“诗意文化”也
就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

二、学校长期积淀而成的诗意的气质
太白岩的诗意仙气在有形无形浸染万州

二中的过程中，让学校渐渐呈现出诗意纷呈
的万千景象。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再到学生，
热爱与诵读诗歌，早已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化
风景。

前不久，在学校见到老教师万久任，尽
管他年过八旬，可思维依然敏捷，说起万州
二中的诗意文化，他引经据典，广博而又恰
到好处，令人顿时对面前这位文化智者肃然
起敬。万老师说，虽然几十年前没有用“诗意
文化”形容学校之魂，可那时的万州二中就已
经是诗意满园了。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
若非饱读诗书者，是很难胜任教学工作的。

万州二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爱诗诵诗以
至写诗的教师，才有了文脉不断的精神气象。

据学校纪委书记胡勇讲，2002 年，语文
教研组长李辉满老师就带领全组教师开设了

“古代诗词鉴赏”选修课。近 20 年来，整个语
文组坚持不懈地研究与践行着“诗意文化”。

如果与学校的领导或教师交谈一下，就
会发现他们身上无不散发出诗意文化的气
息。教师们希望学生努力学习，但不倡导

“白+黑”“5+2”地拼命死学，而是要求学生们
的学习与生活如同古代韵律诗那样富有节
奏，因为“一张一弛”不但是“文武之道”，也
是诗意的一种呈现方式，只有在一种自由快乐
的诗意状态下学习与生活，才能抵达高效学
习的殿堂，并享受身心健康的愉悦与美好。

当诗意在校园里回荡的时候，学校不但有
了文化、有了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有了持续发
展的动力。从这个视角考虑，选择“诗意文化”
作为学校之魂，不但让学生有了一个诗意的当
下，而且这种诗意还会充盈他们的整个生命
过程，让他们有一个美好幸福的未来。

选择“诗意文化”的必然原因

万州二中的“诗意文化”，是希望师生通过
诗歌等文学载体，以文“化”人，获得心灵的解
放与自由，寻找到一个具有文化品格与审美
追求的精神家园，从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
上”。同时，这里所说的“诗意”又是开放
的，从学校管理到日常生活，都会因为有“诗
意”的荡漾，而蓬勃出别样的精神气象。它有
益于当下生命的诗化，又指向更美好的未
来，同时考虑到高中这一特定的生命阶段，
学校才确定了“为诗意人生奠基”的办学理念。

在此基础上，“育诗意少年，办中华名
校”的办学目标也就相应而生了。因为没有
少年时期的诗意奠基，就不可能有未来的诗
意人生。不过，少年时期又是价值观尚未定
型的时段，学校就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之”，让他们诗意沛然，生机勃发，既热情地
向往高尚的精神，又努力地学习优质的文
化。有了这样的诗意青春，能积蓄下生命的
能量，让整个生命都洋溢出诗意与活力。

这需要学生自身不懈的努力，更需要教
师循循善诱的教导，所以，还需要一批德才
兼备的诗意教师。而万州二中正好拥有这样
一支教师队伍。一直以来，万州二中保持着
高升学率，每年都有一批优秀学子考入清华
北大。可是，这些学生不是靠教师的“满堂
灌”和学生的“白+黑”脱颖而出的。因为教
师们知道，在课堂上为学生创设一个放飞心灵
的自由场域，甚至让他们有一种“当仁不让于
师”的大胆质疑精神，才是开启其生命潜能的
有效方略。正是这种放大了的“诗意”课
堂，让学生在努力向上而又心理放松的状态
下，有了更好的考试成绩，特别是有了“诗
意”的生命状态。这些“诗意”教师和“诗
意”少年既以校为荣，又为学校争得了荣
誉，使学校有了越来越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与办学目标同样闪耀出精神光华的，是
学校的育人目标——“平民本色，精英气
质，民族情怀，国际视野”。

万州二中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平民百姓之
家，勤奋质朴而善良敦厚。休说进入名校万
州二中，即使步入名牌大学，也不会失其赤
子之心。有了这种生命之本，才能抵达“本

立而道生”的高层境界。
平民不等于平庸，相反，保持平民本色

又奋发有为，不但可以摆脱平庸，还能形成
精英气质。这种气质不是生而有之的，而是
通过不懈的追求乃至生命的磨砺才可能具备
的。孟子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可见，
这些平民之子，实现生命的超越，非但不是
神话，反而应当属于生命的本然。

毋庸讳言，这些学生在实现生命自我超越
的同时，也会超越他们的父母，因为不少学生
以后会考入重点大学，毕业之后，有的会成为
国家的栋梁之材，有的还会走出国门继续深
造。飞得越高，走得越远，越不能失其赤子之
心，越应当有民族情怀与爱国之心。万州二中
不但是一个诗意的校园，也是一个培养有爱国
之心与民族情怀之士的精神家园。古往今来
很多杰出的诗人，也都是爱国之士。而平时教
师的诗意教学，则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学习这些
诗人伟大的人格风范，感悟他们的家国情怀。

拥有民族情怀，并非盲目地排外，相
反，应当具有国际视野，胸怀世界。因为这
一代的学生，是要面向世界的。不管是在国
内工作，还是在海外打拼，都要在不忘自己
是一个中国人的同时，思考如何让中国更好
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需要中国，而且知行
合一，终身努力。

汪校长说，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但并
非是不可企及的殿堂。

要想抵达这一宏伟的殿堂，就要“正心
修身，立己达人”，于是，这 8 个字就成了彰
显学校精神文化核心要素的校训。

《大学》 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
是皆以修身为本。”因为“身修才能国治，国
治才能天下平”。不过，“欲修其身者”，则要

“先正其心”。看来，正心与修身密切相连，
缺一不可。没有了“正心修身”，即使才高八
斗，也不可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而作为孔子忠道精神的“立己达人”，则意
在正心、修身以至学有所成之后，还要走向“达
人”的崇高境界。在自己诗意地栖居且大有成
就的时候，还要成就与惠及他人。有了这种胸
怀与行动，其诗意才能折射出灿烂的光芒。

构建“诗意文化”的理念体系

要想让“诗意文化”浸润师生的心田，
无疑需要相应载体的支撑，而洋溢着“诗
意”的校园环境，则可以“于无声处”陶冶
人们的心灵。近年来学校所建设的太白诗林
等文化景观，无疑让“诗意”有了物质文化
的承载。

走进太白文化广场，可以让我们穿越时
空，走进大唐盛世，走进李白那浩荡着仙气
的诗意殿堂里。

广场旁边的太白诗林，不但有飘逸洒脱
而又诗意盎然的李白雕像，而且还雕刻着 20
多首李白著名的诗篇。课外时间，常有学生
聚精会神地一边看一边低声吟诵。有的学生
说：“每当这个时候，李白当年在太白岩饮酒

赋诗的景象就会浮现在眼前，让我们对这位
旷世奇才高山仰止的时候，生起‘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的情感冲动。”

而校园仿建的“古万州八景”之一的
“流杯池”，同样让学生观之仰之，流连忘

返。他们有时一边低声诵读着 《西山记》 这
一融记事、写景、抒情于一炉的散文佳作，
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被曾国藩誉为“海内存
世，黄书第一”的行楷碑文，于是，无限敬
仰之情在心中回荡，情不自禁地产生了“见
贤思齐”的学习愿望。

诗意文化景观雕塑群，在校园环道两侧
依次展开，步入其中，群贤毕至、圣者云集
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如果逐一细观屈原、

陶渊明、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范成
大等名家大师的雕像，便更觉穿越千年、如
见其人。他们在峡区为官作吏或旅居漫游时
所写的诗篇多达 4000 多首，学校则从中撷其
精华，刻印于雕塑群中，让学生在观仰这些
风流人物的同时，也徜徉在他们留存的经典
诗文的意境里。

学校副校长刘卫华说，学校构建的这些
环境文化富有诗意与文味，同时，它还是学
校实施德育的有效载体。因为这些大诗人的
作品，还可以让学生“披文以入情”地去感
知他们伟岸的人格与崇高的精神，从而在不
知不觉的吟诵中，诗人们的思想也悄然流进
了学生的心田。

打造“诗意文化”的校园环境

孔子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
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见，
诗在正己、修身、立德、树人、治国、安邦
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是，如何让“诗意文化”在校园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呢？关键是将“诗意文化”
融于学校课程建设之中，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最终师生才能内化于心，外显于行。为
此，学校因地制宜，整体规划，着力构建

“风雅意韵”四位一体的诗意文化课程体系。
据汪校长介绍，所谓风雅意韵，其中

“风”即“三风”活动课程体系，以系列活动
为抓手，大兴“吟咏之风、品鉴之风、临创
之风”，培养师生诗意风范；“雅”即 2448 雅
居景观课程体系，着力打造两大文化广场、
四大文化群落、四大诗名道路、八大主体楼
宇，让校园成为“诗意涌动、人文淳朴”的

“世外桃源”；“意”即“五意”课程目标体
系，建设诗意校园、营造诗意班级、打造诗
意 课 堂 、 培 养 诗 意 少 年 、 锻 造 诗 意 教 师 ；

“韵”即“四韵”校本选修课程体系，以“四
韵”（华夏诗韵、巴渝画韵、三峡文韵、平湖
琴韵） 校本选修课程为载体，积极开发三峡
乡土文学、经典诗词鉴赏、经典诗词书画临
创、诗意作文四大类诗意文化精品课程，让
学生陶醉于诗韵书香中。

的确，万州二中大力开发“诗意文化”
课程体系，不但可以更加充实国家课程，而
且能够更好地满足地方和学校差异性的需
要，更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为他们
的诗意人生奠基。比如，每个学校都会开展
各种各样的活动，万州二中也不例外。只
是，万州二中开展的却是“诗意文化”课程

体系下的“三风”活动，独具个性，有声有
色。

每天早晨雷打不动的“一日一诵”活
动，学生收获之大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少
年时期正是记忆的黄金时段，虽然每天只有
短短 5 分钟时间，但是学生足以熟读一首诗
词，甚至记诵在心，并对诗词大意有所了
解。日积月累，在校 6 年，便可背诵古诗 300
首，熟读 1000 首以上古诗。这些古诗都是教
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经典之作，不但摇曳着
智慧的光华，也多有真善美的灵魂在歌唱。
所以，学生在“一日一诵”中，不但逐渐提
高了写作水平，也提升了精神境界。

诗歌创作大赛、校园诗词大赛、诗歌朗
诵比赛则是学校的另一道风景。一些有了一
定诗词诵读“功夫”的学生，在欣赏诗人佳
作的同时，也产生了创作的欲望。而在这个
年段学生抑制不住的激情，正好可以通过诗
歌倾泻出来。于是，学校不失时机地举办了
一系列的诗歌创作大赛活动，让这些跃跃欲
试的学子，有了挥洒才思的平台。

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初出茅庐而勇气可
嘉的学生的创作，有的已经洋溢出了富有诗
情画意的文味，甚至让教师们不由自主地生
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的感
叹。

其实，学生的潜力之大，有的时候远远
超出大人的想象。如果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应
的舞台，就有可能让其潜力如脱缰的野马一
样一跃而起，奔驰起来。

周一升旗仪式时进行的班级诗教文化展
示活动，也让学生们“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为了让自己的班级在展示活动中取胜，

学生们彼此之间的精诚团结精神以及为班争
光的意识蓬勃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恢宏气象。
这不但让各个班级中的学生都有了“欲与天
公试比高”的气势，而且在无形中培养了班
级集体荣誉感。

一系列的校内“诗意文化”活动开展得
风生水起的时候，学校又为他们搭建了校外
活动的平台。

据汪校长讲，学校与文学艺术联合会、
何其芳文学研究会、三峡诗社等文化机构合
作建立校外研学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参
观交流，不时邀请诗人、作家来校开设讲座
等。同时，在校内成立诗社、长风文学社，
创办 《三峡校园报》，开办校园电视台和微信
公众号，为学生发表诗作或其他文学作品提
供平台。这极大地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
者，学生们作诗写文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汪校长说，万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
方，诗人何其芳就出生在此地，说不定多年
以后万州二中的学生中，也能有一人甚至若
干人成为著名诗人呢！是的，学校不应当只
是为了升学考试而让学生一心只读教科书，
还应当让他们的青春诗性澎湃回荡，真正拥
有一个终身难忘的诗意人生。

副校长刘卫华讲述了生命教育、生活教
育、生涯教育、生态教育等活动，这些烙印
着德育特色的活动，也无不诗意盎然。比如
举行环湖拉练活动、瞻仰九五纪念碑和抗日
阵亡将士纪念碑活动、参观三峡移民纪念馆
等。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们不但锻炼了身
体、锤炼了意志，还常常一边活动，一边吟
诗作赋，从而让爱国主义教育落地生根，有
了诗意的飞扬。

实施“诗意文化”的活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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