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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重新开始，天空也不再
叫天空，而叫游泳池，一个巨大的游泳
池。云也不再叫云，而叫鱼⋯⋯”台
上，孩子们在童诗创造的多彩国度里
徜徉；台下，诗人们在儿童的唱诵中与
自己写下的诗句重逢。台上，是来自
浙江省兰溪市兰花小学、实验小学、兰
江小学、马涧中心小学等校的小学生；
台下，是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诗人金本、
蓝蓝、保冬妮、王立春、陈诗哥⋯⋯

为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启蒙
教材《笠翁对韵》的文化价值，积极推
进中国诗歌教育，促进儿童文学的繁
荣，由中国诗歌学会、中国教师报、北
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兰溪市人民政府
主办的首届童诗中国（兰溪）论坛日前
在浙江兰溪举行。

兰溪，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
戏剧理论家、美学家李渔的故乡，曾被
上万篇诗文歌咏过的城市，在这个秋
天以童诗的名义迎来了一场诗歌与教
育的聚会。童诗诗人、童诗翻译家、教
育工作者在这里感受诗意，讨论诗歌
对教育的价值，分享什么样的童诗才
算好的童诗。

诗意，在一座城市

溪以兰名，邑以溪名，地处浙江中
西部的兰溪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城市。
有人说，兰溪的诗意一半隐于山，一半
显于水。郁达夫的“红叶清溪水急流，
兰江风物最宜秋”，戴叔伦的“兰溪三
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以清新
灵妙的笔触书写兰溪山水之美与渔家
欢乐之情。

兰溪市委书记陈峰齐对兰溪的千
年文脉如数家珍：据不完全统计，在兰
溪留下足迹的诗人有400多人，歌咏
兰溪的诗文上万篇，涌现了以诗书画
闻名的得得和尚贯休、以《诗薮》立说
的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词曲文兼长的
清代戏剧大师李渔等一批历史名人、
文化巨匠。他自豪地说，作为“钱塘江
诗路文化带”上重要的节点城市，兰溪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千年诗城”，近
1400年的建县史孕育了兰溪丰富多
彩的诗歌文化。

李渔(1611—1680)，初名仙侣，后
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李渔一生
著述颇丰，著有《闲情偶寄》《笠翁
十种曲》《无声戏》《十二楼》等五百
多万字，还批阅 《三国志》，倡编
《芥子园画谱》等。他游历山川，博
览群书，在诗词启蒙读物《笠翁对
韵》中，将平水古韵散编于笠翁三十
部韵里，融汇了历史人物、事件、山
水、花鸟等，被誉“才名震世”。

兰溪不仅有“名乎利乎道路奔波
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的“且停亭”，也有李渔路、兰溪芥
子园⋯⋯李渔在故乡留下的印记既是
有形的也是无形的。

在兰溪，谈论《笠翁对韵》似乎是
一件很平常的事。从小喜欢诗词、现
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的兰溪六中教师
汪敏红说起《笠翁对韵》更是娓娓道
来：“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五月上
旬的一天，米东居士在家中收拾书箱，
偶然翻到了一册老旧的《笠翁对韵》，

捧而读之，爱不释手，像发现珍宝一样
惊喜。惊喜之余米东居士做了两件
事：一是为《笠翁对韵》写序，二是立即
刊印《笠翁对韵》。据考证，《笠翁对
韵》是李渔寓居杭州期间编写的。”

因为是李渔的同乡，因为对诗词
的兴趣，汪敏红与《笠翁对韵》有一串
长长的故事。2010年9月，汪敏红在
兰溪一所山区小学任教。她看到山区
的孩子们没有机会像城里孩子那样上
各种兴趣班，但大自然的山水同样孕
育了他们的灵气和聪慧，于是就把《笠
翁对韵》《声律启蒙》等对韵读本引入
语文课堂，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诗词教
学实践。

“最初遇到的难题是格律教学。
我像老太太点鸡蛋一样天天对着一堆
平平仄仄点啊点。没过多久，就摸索
出一些方法。一节课上，只要几分钟，
几句口诀，就能让孩子们快速掌握近
体诗的平仄。同时我还将平仄格律编
成了手势操、脚操。学生读对韵，必以
手势操或脚操助读，一来强化了平仄
概念，二来消除了上课的倦怠感。”一
个学期四个多月的语文课程，被她压
缩到两个月，余下的时间都用来教学
对韵，学写诗词。一周一韵，一日一
诗，两年下来，孩子们就仿写出了上万
首诗词。

2012年 6月，汪敏红所在的兰溪
市芝堰中心小学被评为金华市诗教先
进单位，她的诗教课题也先后获得了
兰溪市级和金华市级新课程改革评比
一等奖。2016年9月，她调入兰溪市
第六中学，又在校长的支持下开始了

“对韵课程”的探索，主编了校本课程
《诵对韵，学先贤》。

诗意，在一所所校园

在兰溪，像汪敏红老师这样爱诗、
爱教育的教师有很多：马涧小学的吴
佳、实验中学的倪春讯、永昌小学的吴
旭春、赤溪学校的黄赛娟⋯⋯兰溪市
教育局局长李益民说：“《笠翁对韵》传

唱数百年，承李渔诗韵，塑兰溪少年诗
意之心，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日日有吟诵，周周有诗课，主题有
诗意。李益民局长告诉记者，兰溪各
学校结合自身特点，有的挖掘乡村田
园特色，有的依托古城古韵，有的结合
地方特色，办起别具一格的特色诗
会。如永昌小学一年一届的油菜花诗
会，学校特意开辟出一片金灿灿的油
菜花地，每年花开时节，便是诗意萌动
之时，将诗歌与绘画、摄影、书法相融
合，借助油菜花田，让学生赏诗写诗绘
诗演诗，以手绘、书写、赞美、品味等方
式，感悟自然之美。

本次论坛的诗教现场马涧中心小
学是一所以古诗文启蒙教育为特色的
学校，开发了“新六艺”校本课程“诗、
书、乐、射、御、弈”和校本读物《骥溪古
韵》。江苏扬州邗江实验学校语文教
师丁云本次受邀为该校三年级学生上
了一堂童诗课：我的影子朋友。

“用诗的方式说说我们的影子
吧”，丁云从一幅图引出诗题，以自己
的一首“影子诗”抛砖引玉。好诗都是
从心里流出来的，所以她的课给人的
感觉也是轻松自然、水到渠成。她把
《影子也会跑》的作者、童诗诗人王立
春请上讲台朗诵：“我会跑/影子也会
跑/我怎么跑/影子就怎么跑/我跑到哪
里/影子就跟到哪里/我飞快爬上台阶/
影子折叠着追过来/我忽然停住/哈哈/
影子一头撞到了墙上。”哇，孩子们好
兴奋，尤其是最后那句，他们觉得太
搞笑了，太棒了！诗歌的形式、诗味
的体现、诗眼的寻觅，一节课下来，
学生不仅认识了诗，欣赏了诗，还牛
刀小试，自己做了回诗人。

丁云既是教师也是诗人，2005年
开始，她把童诗带进课堂，她教学生
赏诗、写诗，也从对学生的观察中获
得灵感，创作童诗。她说：“和孩子
们一起在童诗里停留的日子，让我发
现童诗在一点点地改变着孩子们的阅
读生态，改变着他们的目光，改变着
他们对世界的态度，也改变着他们的

语言风貌。”

诗意，在诗性和童心里

“妈妈，我不会走远/我就在游乐
场的木马亭/妈妈，我不会走远/我就
在学校的科技馆⋯⋯/妈妈，我不会
走远/我就在新疆的疏勒县/妈妈，我
不会走远/我就在剑桥大学的医学
院。”这首《妈妈，我不会走远》是
儿童文学作家保冬妮十多年前有感于
女儿的成长写的，当听到兰溪的小学
生声情并茂地演绎自己的诗句时，她
特别感动。

就让他们在诗意中成长吧！相信
这是童诗诗人的心声，也是教书育人
的师者的希望。

什么是童诗？丁云说，童诗就是
属于儿童的诗，是让儿童自我感知、
自我发现的文字，是能说出他们心声
的文字。

给孩子写诗很容易吗？王立春
说，当然不，“如果只是因为读者是孩
子，对于诗性的揣摩就蜻蜓点水般浮
于表面，不去修炼和提纯诗性，是对小
读者的不负责，更是对诗人自己的不
负责”。在她看来，一首好品相的童
诗，一定是兼具了诗性和儿童性的特
征，缺一不可。“如果儿童诗是一只冲
天的飞鸟，那么左翼承载着诗性，右翼
承载着儿童。这是一种同时的运动，
是一种共同的擎起和振翅”。

优秀的童诗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
源，催生儿童的想象力，引导儿童

“向着光亮那方”成长。这也正是诗
教的意义吧。

“我们将肩负校园诗教‘启心智、
敦教化、厚人伦’的使命担当，当好引
路人、点灯者，引导孩子们‘读诗音、品
其韵，咏诗文、知其情，书诗意、明其
志’，通过读诗、观诗、写诗、悟诗，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擦亮孩子的天空、温
暖孩子的心灵，引领孩子们诗意地生
活。”——这是童诗中国论坛发表的诗
教宣言。

李渔故里李渔故里 遇见童诗遇见童诗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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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泰山
山水，闪耀古今，早有登泰山俯览雄峰
美景，“望美人兮天一方”的念想。

山以岳尊，岳为东最。泰山仅仅
海拔1545米，在五岳里并不算高，但
却被尊为五岳之首。客观地讲泰山既
不雄奇险峻，也乏秀美灵动，亦无清幽
旷远，比起黄山等风景见长的名山不
足多说。泰山的美表现在雄浑天成和
巍峨磅礴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东
方文明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
寄托之地。“泰山安，四海皆安”，这座
山已经超越了自身，是中华民族的图
腾之山，是人与天交流之山。

雨夜，我们来到泰安，雨也带来了
失望。可一进入天外村，大雨骤歇，清
风拨雾，狼牙新月。在天地广场席地
休息，光线熹微，到一四柱三门式石
坊，额篆书“岱宗坊”，造型粗犷，简
洁。开足LED手电筒，凝望良久，庄重
华贵、厚重沧桑。

穿过“岱宗坊”疾行至“红门晓
日”，路灯闪烁，林荫夹道，石级绵延。
红门依山而建，朱漆城墙，直逼眉门，
廊亭飞檐斗拱，绿柳周垂。拱形的洞
门是登泰山的中轴线关隘之处，相传
始皇嬴政由此登山。

脚板踏石板至中天门，松涛晨鼓，
人流渐丰，豁然开阔。层层叠叠、高高
低低的石阶承载过古往今来的脚步，
经受了千年岁月的侵蚀。途中，不乏
专业登山者，体态轻盈，活力四射。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自
中天门始，曲折山道，峰回路转。过
造型典雅云步桥，经“东天一柱”，
山势渐高，山风益盛。“到了十八
盘，游人心里寒”，中天门至南天
门，行程仅千米，却要拾级数千，双
峰夹峙，盘路嵌于中，磴道冲霄，云
梯悬自天，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
后人发顶。起始我们还兴致勃然，仅
仅半个时辰，心蹙力乏，双腿灌铅。
为观赏泰山日出，纵有千难万险也得
硬着头皮奋勇攀爬。

云步桥附近一块石头上刻着的
“从善如登”颇有新意。人多说从善
如流，大约世间真善不多，从善更不
易，从善如登有如登山观海，徒具想
象力。自卑而高，自迩而远，从善到
底是一件向上的事情，不付出艰辛是
不行的。

“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南
天门在泰山十八盘之尽头，旧称三天
门、天门关，海拔1460米，最为危耸，

上即绝顶。借助月光和 LED 手电筒
光，立门俯视，“天梯”高悬，云涛汹涌，
凉风徐徐，欲飘似仙。

“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
的街市”。“天街”高入云天，仿古商铺
林立，亦街亦市，人行其间，犹如“步入
画卷，梦回千年”。稍作休息，吃过早
点，有人咋呼日出时辰已到。众游客
无序而跑，豁然四望，胸恢意广。“斗然
一峰上，不信万山开。”泰山显示了它
的热情，五元人民币背面的“五岳独
尊”景观石在灯光下，遒劲、清晰，霸气
而亲切，陌生而熟悉，与泰山的厚重极
为相称，近五个小时颠簸疲惫霎时消
失。游客们相机频繁的咔嚓声伴随着
闪光灯记录着精彩的瞬间。庶几，行
至碧霞元君祠，一组宋代的建筑群，布
局灵巧，别有风格，善男信女于兹拜
祭。据说碧霞元君“庇佑众生，灵应九
州”，心到佛知，只要许愿，有求必应。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名
山自有高处”。过碧霞祠，我们登上玉
皇顶——唐宋时期皇帝封禅的遗址、
泰山主峰之巅，触目所望，无不惊艳。
玉皇庙将峰顶围在院中，内有一极顶
石，朱红的“泰山极顶”四字，在LED柔
和的灯光下风味独具。“孔子小天下

处”、康熙“惟天为大”等的书法碑碣石
刻，自秦汉至今，历代皆有，楷行草隶
篆弥眼满山。既有千言巨制，亦有一
字之惊，王者之言黔首之语，或精雕细
刻或古拙粗犷，充分凸显书法艺术形
变神异、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印象
最深的当数秦泰山刻石。书法严谨浑
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
转；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
巧，疏密适宜。《岱史》称：“秦虽无道，
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莫能
及。”临风而立，素心相连。在这漫山
遍野，福地洞天，沉迷于种种古韵、
种种遗风，横生出古趣、新爱、禅意
和醒悟等种种感怀，“天下第一山”
疑窦亦慢慢解开。

“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随
山路转，雄伟突兀的泰山吞云吐雾，
整个岱顶云雾缭绕，如梦如幻，气象
万千。赫然出现“日观峰”三个朱红
大字，有备而来的人们带了帐篷在此
安营扎寨。兴奋、期待，十分钟、一
刻钟、半个小时，天是乌蓝的天，云
是饱满的云，直到天大亮，也没有看
到那轮火球跃出地平线。许是“泰山
日出”别有深情，故意让我们留个

“想头”，希望我们下次再来。
人生犹如登山，循径而上，坚持不

懈，到达属于自己的高处，看到不一样
的风景。人生不如登山，一座山登完
了，还有数座山需要攀登，生命不息，
攀登前行不止。

（作者系湖北省特级教师、湖北省
作家协会会员）

雨后登泰山
段伟

⦾聚焦

⦾文苑

历史上，关注儿童，描写儿
童，莫过于宋代文人，他们写了大
量的儿童诗词，从不同角度展示了
当时的儿童观、教育观。现在看
来，其中不少还具有先进性，值得
我们很好地研究与汲取。

我们知道，宋代人尤为尊师重
教，特别推崇理学礼教。他们注重
家风家教，王安石每次吃完饭，剩
菜也不会浪费。苏东坡《和陶归园
田居六首（其四）》说他“君来坐
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
怀抱不可虚”。朱熹则眼前有一方池
塘也能引出关于读书的观感。更多
的宋代文人对于儿童却是养其天
性、放情童年。宋代人的这种儿童
观，通过诗词得以流传，并通过优
美的意境、富有趣致的意象，让人
们喜闻乐见、沉吟回味。

家庭是孩子游戏的舞台，田野
是儿童学习的现场。杨万里在《稚
子弄冰》诗里写道：“稚子金盆脱晓
冰，彩丝穿取当银钲。敲成玉磬穿
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这是一个
家庭游戏，是一个颇有技术含量的
音乐创作尝试。儿童在这种生活场
景里的专注跃然纸上，由此获得的
愉悦和得意也溢于言表。

孩子们也学着劳作，但那更像
是大人们给孩子的一种“特权”，一
个乐园。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
（其三十一）》里写道：“昼出耘田
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
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儿童
不是不懂装懂，不是碍手碍脚，而
是天性使然、童趣使然。大人们也
不需要手把手地教导，更不需要刻
意示范。生活的常识，人生的道理，
在潜移默化中自然浸润。辛弃疾可
谓是能文能武，他的儿童观一般会被
认为是挑灯看剑、吹角连营那种气
概。但他的《清平乐·村居》，写得却
那么柔软，对子女要求是那么平和。
大儿溪东锄地，二儿编织鸡笼，净干
些鸡毛蒜皮的杂事。“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对孩子们的表现充
满怜爱，饱含欣赏。

有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有
了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孩子们自
然能够充分展示他们的天性。宋代
对儿童的教育定位，几乎是文人们
的一种共识，形成了一种社会氛
围。而牧童，又似乎是宋代文人给
我们展示的一个特殊的儿童群体，
牛背上的儿童，本身就是田野里出
生、大地上生长。贺铸的《茅塘马
上》：“壮图忽忽负当年，回羡农儿
过我贤。水落陂塘秋日薄，仰眠牛
背看青天。”既有孩子般的童趣，也
有大人般的闲适。杨万里更是写了
一组牧童诗，他在《桑茶坑道中》
写道：“晴明风日雨干时，草满花堤
水满溪。童子柳阴眠正着，一牛吃
过柳阴西。”牛儿们也是自食其乐，
随草而吃。而孩子们更是饿了就
吃，困了就睡。这里蕴含着一种天
然与纯真。

雷震，宋代一个不出名的诗
人，他的《村晚》诗，更是展示了
牧童很高的人间天性。“草满池塘水
满陂，山衔落日浸寒漪。牧童归去
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他没有
送给我们一个诗与远方的牧童，而
是给了我们一个信口吹笛、横骑牛
背的牧童形象。黄庭坚也写牧童，
也写牛背横吹。“骑牛远远过前村，
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
客，机关用尽不如君。”他写的是牧
童的远景，是有距离感的画面。但
他通过和大人们的对比，表达了儿
童世界的可贵。没有对比，就没有
赞美，没有儿童的淳朴，就不能衬
托成人的世故。从这个意义上说，
儿童是老师。

孩子，有了自己的天地，才会
有自己的天真。尽管孩子们有时一
副潜心，有时一副随遇，有时又十
分孩子气。但似乎，在古代他们总
能知道路在何方，知道何去何从。
至少在诗词里，大人们问路，总是
在向孩子发问。大人们有疑惑，孩
子们总是应对得别有情趣。不仅有
唐朝的“松下问童子”，“牧童遥指
杏花村”，更有宋代的“重重叠叠上
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而今识
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好像你若问
他们前方与未来，他们肯定会给指
出个道骨仙风的道路，他们也肯定
会对世事万物有足够的懵懂与穿透。

孩子不像大人们，总在迷路。
晏殊迷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陆游迷路，“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永迷路，“今宵酒醒何处”；
朱熹迷路，“路迷迷路增离索”；等
等。苏东坡更是迷路，把八百里之
外的黄州故意当成了三国周郎赤
壁。他们不迷而迷，即使误入歧

途，也要硬扯出一番至理感受。不
过，更多情况下，追求理学的宋代
诗人们，却可能是在反思，是在表
达对孩子的爱。

宋代人，在放飞童心的同时，
也有家庭教育，也有儿童教育观，
也有儿童成长学。渴望建功立业的
苏东坡，对孩子的要求客观求实。
他的《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
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
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东坡一
直有英雄主义精神，也确实是天赋
奇才、人间大神，但在教育子女
上，却给了我们很好的先导。他对
孩子的起跑线和人生定位，也是首
先着眼于“无灾无难”而已。陆游
更是直接：“三冬暂就儒生学，千耦
还从父老耕。识字粗堪供赋役，不
须辛苦慕公卿。”北宋诗人张耒在
《诚儿诗》里，要求儿子，只要品行
好，即使像邻居一样卖大饼，当爹
的也满足。“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
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
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
不忧衣单忧饼冷。业无高卑志当
坚，男儿有求安得闲。”不像后来的
人，面对牙牙学语的孩子，就开始写
一堆家书家训家诫，没有诗意，甚至
没有情意，关键是还没有太多的教育
价值。还不如一个劳作场景，不如一
个生活画面，不如一两句生活俗语。
寇准母亲教子用的是一幅画，她手绘
的《寒窗课子图》，让寇准廉洁一生。
欧阳修家贫，母亲用荻草写字，就是
后世传诵的“画荻教子”。岳飞的母
亲更是言简意赅，“精忠报国”四个
字，遂使其成万世楷模。就连皇帝赵
恒，教育孩子也是那么贴地，“书中自
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空
谈，真干货。

宋代人能够充分解放儿童，有
着优秀的儿童教育观，自主的家庭
教育理念。仅仅从诗词角度，也许
看不到真实教育的整体与影响。但
宋代，特别是南宋，虽偏安江南，
却是人才辈出，出了一批铁汉。辛
弃疾“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
里如虎”，“可怜白发生”时仍要准
备报效国家。岳飞“壮志饥餐胡虏
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是字字铁
血。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
无忘告乃翁”，即使行将衰去，依然
心存浩气。黄庭坚“出门一笑大江
横”，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
范成大“一杯且买明朝事”，文天祥

“留取丹心照汗青”，都是那么心胸
开阔，视死如归。宋代一批仁人志
士可以被贬，可以家破，可以国
亡，可以身死，但有泪不轻弹，有
志要承担。这是宋代的气象，也是
宋代社会的主流意象。

宋代诗词一方面写出了家庭温
馨，另一方面又表达了家国情怀。
由此看出，诗词不仅呈现了宋代人
所推崇的儿童世界和儿童教育价值
观，也描绘了他们所追求的报效当
世和英雄主义道德观。这都成为儿
童成长发展的重要氛围与铺垫。

（作者单位分别为：无锡师范附
属小学、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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