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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动人的诗意

接到大赛通知，学校第一时间组织
了选拔赛。为了便于学生选取与主题

“梦圆小康”相关的素材，我先布置他们
回家向长辈了解其眼中时代的变迁、身
边的变化。

翌日的童诗课上，孩子们交流开了，
有谈交通、住房的，有说菜篮子、上学的，
交流活跃了彼此的思维。杨馨悦兴奋地
说：“老师，我有题目了——‘奶奶，输了
比赛’！”

“这个题目好，新鲜！”她迸发的灵感
让我眼前一亮，“快说说奶奶进行了哪些
比赛？”

“奶奶的扫把没有扫地机速度快！”
“嗯，不错。还有呢？”
“奶奶的蒲扇没有空调凉快！”小姑

娘眼睛一眨又来一句。
“还比了什么，再想一个。”
“奶奶洗衣服比不过洗衣机。”
“奶奶洗衣服用的是——”
“搓板。”
“好，把‘搓板’写进去，让诗歌更有

画面感。想想，能否也像前两句那样，最
后一个字落到‘快’字，使之押韵，节奏更
明快？”

小姑娘略一思索：“奶奶的搓板没有
洗衣机速度快。”

教室里响起了掌声。
“奶奶输了比赛，她难过吗？”我追

问。
“奶奶不仅没有难过，相反还很高兴

呢，因为生活越来越好了。”
小诗《奶奶输了比赛》由此诞生。这

首诗先后在校、市比赛中获一等奖，并最
终在“童心里的诗篇”少儿诗会中胜出。

回想其创作过程，也如诗歌般美妙。
确实，真正的好诗，往往不是长时间

枯坐、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某个生活瞬
间灵感捕捉的智慧结晶。当学生灵感突
降，老师及时引导提点，引发其别样的诗

意。捕捉，可以小到一首诗的捕捉，也可
以是一个主题的发现。比如面对突如其
来的一场大雪，老师可以调整教学内容，
给学生上一节关于雪的童诗课。

生活是最生动的课堂

生活，是诗歌的土壤。江苏省中华
诗学研究会会长江锡铨说：“有多少生
活，就有多少诗篇。”

我喜欢带学生走进大自然，看蜂飞
蝶舞、花开花落。大自然总是慷慨地敞
开怀抱，激发孩子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
心和观察力。采风时，看到柳丝拂水，程
龙杰说：

看到人家钓鱼/柳树心里痒痒/它把
柳条甩进池塘/看哪条小鱼/第一个/上当

玉兰花开了，孩子们最先感知。“玉
兰花像什么？”常常我简单的发问，便把
他们心中的诗意唤醒，想象如小鸟般扑
啦啦地飞出：明灯、白鸽、生日蜡烛⋯⋯
诗，如春花般绽放。

多彩的校园生活为学生写诗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我组织他们在不同课上采
集诗歌。上完体育课，邹润泽采集到亮
晶晶的小诗：

篮球/是个橙子/篮筐/是榨汁机/我
们把它投进去/榨出一杯/胜利的果汁
(《投篮》）

上完泥塑课，孩子们的脸上、小手上
沾了泥巴，那可爱的模样就是诗。美术
课上有彩色的诗，音乐课上有跳跃的诗。

走出校门，天地广阔，我带孩子们参
加各种体验活动，不时发现诗的踪影。
参观完恐龙博物馆，孩子们有话说：

要是恐龙还在/请腕龙来当消防员/
它一抬头/就能把水送达高楼//要是恐龙
还在/请慈母龙照顾孩子/一听名字/就能
猜到它有多温柔⋯⋯（陈妍《要是恐龙
还在》）

体验完陶土制作，孩子的诗也诞生
了：

胖胖的陶土去锻炼/教练手把手/要

求实在严/转了一圈又一圈/练成了细腰
身/练成了瘦身板/变成一只插花瓶/你说
好看不好看(谢语晴《爱健身的陶土》）

孩子们每天和家人朝夕相处，家也是
生发诗意的地方。我曾指导学生用诗给家
人“画像”。杨馨悦曾为家中的每一位成
员都写了诗，如她写给小弟弟的《闹钟》：

每天早上/弟弟一哭/我就起床/弟
弟/是最好的闹钟/让我上学从不迟到/还
不费一点儿电

孩子们试着用诗表达对家人的爱，
不仅愉悦心情，和谐生活，幸福指数也不
断提升。

抓好诵读积累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先生
说：“‘孩子，是天生的诗人。’但儿童
要想成为真正的诗人，绝不能‘靠天
收’，因为诗歌创作有规律、技巧，要
有一定的文化底蕴，需要教师的引导和
启发。”（《天空是个糖果屋》）

随着诗教的深入，我意识到，除了
丰富学生的生活体验，文化底蕴的积淀
也是诗教的基础性工程。平时，我十分
注重诵读积累。每节课前，和学生一起
诵读“每周一诗”；童诗课上，带领学
生与李白、金子美铃、林良等中外优秀
诗人相遇，吸收诗歌的养分，提升审美
品位，培养其敏锐的诗感。除了诵读名
家名作，也推荐学生读同龄人写的诗。
学校每月编辑的诗报《南星诗苑》，和
学生一起欣赏、品读，一起体会人间至
真、至纯、至美的情愫，感受自己身边
的诗意。

带领孩子读诗、写诗，并非为了把他
们培养成小诗人，而是以诗的方式去唤
醒、引导孩子们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
更快乐地学习和生活，一如金波先生给
我校的美好寄语：“根植一颗诗心，涵养
一腔诗情，邂逅诗意人生。”

（作者系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南星
小学教师）

有多少生活有多少生活，，就有多少诗篇就有多少诗篇
曹丽芳

第第177177期期

⦾聚焦 在历史上，董其昌备受关注
与争议。国内第一本描写董其昌
的人物传记《董其昌传》近日由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出版，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杨先让读后表示：
董其昌的人生经历，与其性格、性
情紧密相关。书法夺魁，山水创
新，更不用说美术史论上的独见，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现象。
本文系该书作者孙炜从历史、艺术
多个层面解读董其昌的一生。

——编者

多年前，当我开始关注中国
艺术与收藏时，突然间撞上了董
其昌。这个人实在太分裂。有人
夸他艺术大师，有人骂他流氓恶
霸，而且，昨天电视上还有人讲，
董其昌的艺术观点如圭臬，夜里
刮了一阵风，早起又听见人们指
责他罪大恶极。

某天看特种兵演习的电视新
闻。百米外有个人形半身靶子，上
阵的个个是神枪手。一扣扳机，命
中前额，靶子倒下，过了一会儿，人
形靶又竖立起来；再一枪，命中心
脏，它又倒下⋯⋯这样不停地被打
倒，又不停地站立起来的事儿，很
容易让人联想到董其昌。他生前
身后命运多舛，也跟被人们击中的
靶子一样耐人寻味。

这个距今近四百年的历史人
物，本是一位连远足都须向人借
钱的穷书生，却凭借自己的非凡
天赋和不懈努力，依靠艺术经营
而富甲一方，并成为晚明时期官
居一品的大宗伯，德高望重的文
坛领袖，其本身就是人生励志的
传奇。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人无
论是涉及中国书画史、收藏史还
是书画鉴定，董其昌始终是一个
绕不过去的门槛。

可是，董其昌到底是个怎样
的人？经过多年学习、考证和分
析之后，在我看来，须先从四个方
面来认识他。

董其昌是一位划时代的
艺术史论家

首先，董其昌对艺术最重要
的理论贡献，无疑是“南北宗”
论。他借用禅修“顿悟”与“渐修”
的境界，划分了我国美术滥觞自
唐代以来的两大传承系统，即“南
画”与“北画”的关系，为后世搭建
了中国美术史的路标，成为有志
者艺海泛舟的不灭灯塔。

其次，他夯实了“文人画”的
概念。至晚在北宋，苏东坡就提
出了“文人画”（士人画）的概念，
尚系一个模糊的初始阶段。而经
董其昌的诠释与实践，“文人画”
已成为“南画”的同义词。这种以
尊崇“顿悟”的形式来抒写内心对
外界认识的创作方式，引领了数
百年间的中国画坛。

再其次，他创造性地提出了
“烟云供养”思想，指出书画不仅具
有教化意义，还具有“却病延年”的
养生功能和陶冶精神的作用，使得
知识分子趋之若鹜，寄托情怀，从
而极大地推动了书画创作与收藏
的普及。因此，《明史》认为，他的
贡献与米芾、赵孟頫比肩。

董其昌是一位集大成的
艺术品鉴赏大家

他以实证主义的方法，为后
世重构了中国书画发展史，成为
中国历史上最受尊崇的书画鉴赏
大家之一。

董其昌所采用的“目鉴”方

法，是在总结前人智慧的基础上
得以完善，而这种方法延续至今，
仍然被赞誉为最可靠、最实用的
方法。正是由于董其昌劳心费神
地进行存世书画的整理、鉴定，使
得当下的我们得以以游廊的形
式，观赏中国历代绝伦美妙的书
画，并引以为民族自信。试想一
下，世界各地博物馆珍藏的中国
古代书画中，若少了董其昌的梳
理、题识和赏鉴，是多么苍白与遗
憾。中国历代书画是中华文明极
为辉煌的组成部分之一，其绚丽
与多姿，犹如丽人颈前的珍珠链，
光彩夺目，而编制“项链”的这项
美丽工作，董其昌厥功至伟。

董其昌是一位影响深远
的书画家

他提出“以蹊径之奇怪论，则
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
山水决不如画”的“笔墨论”思想，
是一种认识美学的新觉悟；他创
建的“山水程式”画风，奠定了所
谓“正统画派”的基础；他所创造
的“秀逸一路”书法风格，成就卓
越，开创了一代新风。

他因艺术成就而尽享殊荣，
尤其入清以后，更是受到了康熙、
乾隆等历代皇帝的崇敬和追捧，
引领着有清一代的主流艺术观
念，其影响力迄今未衰。

董其昌是一位治学严谨
的史学家

他被人们敬称为“太史公”，
奉修《神宗实录》并辑录《神庙留
中奏疏汇要》，在当时就受到了皇
帝嘉奖，晚年还印刷刊行了《容台
集》。这些都已经成为重要的史
料。这位擅写八股文的顶级高
手，还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提出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后世
学以致用的人生箴言。

我极为赞同李大钊先生的
“史论”观点。他说，“纵以观之，
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
而“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
要原因”。他还说，“历史学是起
源于记录”“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
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他
（它）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
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
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

尊重历史，首先须对古人抱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董其昌到底
是神是鬼还是凡人？还需要通过
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结合他生
活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来观察分
析，这样才能重新认识历史上的
惊心动魄，而绝不仅仅是为满足
后人之需，抛弃常识来撕裂历史
人物。只有通过学习、了解和记
忆，才能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只
有向历史请益，才能认清我们自
身的来龙去脉，才能提高、发展我
们对世界的认知水平。

我对董其昌的兴趣，最先缘
于对中国美术的热爱。经过数年
的学习、考证和分析，自己对董其
昌有了判断，所以在 2015 年年
初，决定动手来写一本关于董其
昌的传记。据我所知，此前并没
有人写过《董其昌传》这样的书，
有的仅仅是数百字的小传。而关
乎董其昌的那些大量的、生动翔
实的素材，像满天繁星，散落在浩
瀚的史料之中，需要后人去钩沉、
去汇集，然后似拼积木那样，努力
去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一
位真实的董其昌！

认
识
一
位

真
实
的
董
其
昌

孙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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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者 按
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

省文明办、江苏省教育厅等联合主
办的第四届“童心里的诗篇”少儿诗
会，不久前圆满落下帷幕。本届诗
会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港
澳台地区以及海外部分国家的积极
响应下，共征集童诗稿件 9 万余
首。经专家评委会遴选，最终评出
一等奖15首，二等奖45首，三等奖
90首。本期我们邀请获奖童诗《奶
奶输了比赛》的指导教师曹丽芳撰
文谈谈自己是如何把诗歌带进课
堂、带领孩子们创作童诗的，并选登
部分一等奖获奖童诗，以飨读者。

好教师如父母，影响人的一生。
程丽华，赵延彬，张菊生，邱家健，依次

是我小学到高中的好老师。遇见他们是我
一辈子的福分。

程、赵是一对神仙眷侣。常熟小康之家
出身的程老师教我小学五、六年级语文，南通
大户人家的公子赵老师教我初中语文。在我
印象中，程老师的微笑特别灿烂，说话始终轻
言细语，从不会恶语伤人。我一直感念程老
师，因为她对我人生最大的帮助，便是鼓励了
我的自尊自信。比如经常让我上讲台发言，
让我出班级黑板报，经常把我的作文在班级
作为范文朗读。特别是让我作为学校代表参
加镇上的夏令营活动，这在当时是十分风光
和隆重的大事。我一直以为，老师和老师最
大的差别，就是对待学生的态度。

赵老师是南通人，中等个子，端正的国
字脸上戴一副宽边近视眼镜，衣衫一向笔
挺，头发总是铮亮。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
浑厚的男中音，朗读课文总是那么抑扬顿
挫，声情并茂，让我们听得特别入迷。他的
字写得漂亮极了。一点儿不夸张，无论板书
还是写作文评语，简直和正式出版的正楷字
帖没有两样。他讲课也幽默风趣，上他的语
文课，同学们的脖子都伸得特别长，眼睛都
瞪得特别圆。在中小学时代，能遇见他们两
位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人生之大幸。

两位恩师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文化基
础好，修养教养好，生活习惯好。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报考师
范院校，而且一般都分配到乡村学校任
教。这无意中成就了我们农村孩子，让我
们的中小学拥有了一批特别优秀的教师。
我很幸运，程、赵老师给我带来了造福一生
的良好教育。从他们的人生来看，因为从
小接受的是绅士淑女教育，良好的个性和
生活方式，也让他们一辈子过得十分滋润
幸福。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乡村还是

城市，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他们都能把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如今，他们都已年届八旬，
依然满面春光，身板硬朗。

同样是民国大户人家出身，同样因为
时代的阴差阳错而让我们结缘的还有张菊
生老师。高中老师中，印象最深的，对我帮
助最大的，也是语文老师张菊生。张老师是
张家港人，文学素养深厚，上课擅长人物形
象、主题思想、写作艺术方面的鉴赏分析。
普通话好，又富于激情，听他的课特别享受，
让我在佩服之际暗暗发誓：将来我也要做张
老师这样的语文教师！卓而不群的张老师，
对我人生的影响，还有他的认真和敬业。

那是1978年7月19日下午，第二天就
要走进高考考场了，我一个人在家埋头复
习。突然，在语文复习讲义上看到《礼记·学
记》中“教学相长”那一段，有几个词语我还弄
不大透彻。我立马放下讲义，骑自行车赶到
兆丰中学张老师家里。张老师一字一句地
给我解释、疏通、翻译、串讲，我豁然开朗。等
到22日上午打开语文试卷，看到古文翻译
题，正是张老师给我讲解过的那段文字。后
来，我以全公社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苏大中文系，张老师实在功不可没！

邱老师和张老师也是一对恩爱夫妻。
邱老师上数学课，口齿伶俐，吴侬软语特别
好听。尽管我的数学基础不好，但因为对
邱老师的崇拜，我高中的数学学习热情和
成绩一直让我沾沾自喜。

如今，张、邱两位都是八十开外的老人
了，难免显出老态，有点儿鹅行鸭步，但精
神和热情不减当年。每次我电话问候，张
老师总问长问短。读书时，他们对我佛眼
相看，如今停云落月，如师如父般的关怀让
我倍感亲切。令我欣慰的，是他们的乐观
和达观，是他们天天如过年一样的生活安
排。神仙无别法，只生欢喜不生愁。

好教师如师如父，诚如是。

如师如父
高万祥

2019年和2020年，我曾两次到
山东省济宁市参观了二十多处名胜古
迹。岁月更迭，世事沧桑。这些景点
见证了济宁悠深的历史文化与今天创
新性的传承、创造性的发展。这引领
我走进济宁的过往，看到济宁的明
天，在我的脑际重塑了立体的、纵深
的、全面的认知与记忆。

京杭大运河济宁段是在元代挖建
开通的，由济宁城穿过，流经济宁市
境内二百三十公里。2020年 8月19
日上午，我们坐上游船一望无穷水，
饱览了运河的姿采与风韵。运河水面
比我想象的更宽阔，也更澄澈。两岸
绿树成荫，鲜花隐映，水上鸟雀群
群，莲花簇簇。岸边的运河人家呈现
着“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诗
意情景。

航行两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地处
微山县的南阳古镇。南阳已有二千多
年的历史，与扬州、镇江和夏镇并称为

“运河四大名镇”，臻为耀眼的明珠。
南阳由一百多个自然岛屿构成，有三
十多处古迹。例如状元桥、河神庙、御
宴坊和钱庄等。这里每一角都是景，
每一处都有故事。我最感兴趣的是一
座古戏台，特别是那用整块整块优质
木材构建的圆状穹顶，既拢音，又美
观，颇具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

在1293年南北运河开通后，南
阳成为重要商埠，南来北往的商船在
这里停靠。那时候，“渔船、酒船、
商船、米面船往来相接，群聚檐樯林
立如街市”。所以，人们从南阳的古
迹中，能够想象岀当年商贾云集、商
业繁荣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气氛。另
外，南旺分水枢纽也令人惊叹于古人
高超的水利工程技术与兼济天下的情

怀。傍晚，在从南阳返回济宁的船
上，运河瑰丽的景观与舒畅的情致，
不禁使人忆起宋人陈与义的诗句：

“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
风。卧看满天云不动，不知云与我俱
东。”

天地有大美而无言。在中华民族
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精英辈岀，
发明、发现与创造层见，成为文明积
累、世代传承的鲜亮标志。京杭大运
河济宁段，见证了济宁的沧桑进步，
彰显了济宁人的勤劳、智慧与奉献，
形象、品格与理想。然而，运河与其
他遍布的古迹一样，并不是凝固的抽
象物，也不仅仅是静态的符号，而是
继续奋斗前行的依托与起点。传统文
化都面临着时代性、现代性的转化、
创新和发展问题。“传统在今天与未
来，到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
路子只有一条：反思、选择、转化、
创新。这应是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
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李文儒）。这
也正是我们今天观赏运河，探索运河
精魂的最好方式。

今年在济宁参观、游览和学习的
七天里，市委宣传部马汉涛副部长以
及黄广灿同志每天每景地陪同我们，
并对济宁市的经济与社会、资源与设
施、教育与科技、文化与风俗、民生
与服务等，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讲解与
介绍，获益良多，让我更好地认识了
地处黄河之阴、泰山之阳的济宁。济
宁市是古韵与新风同在、魅力与活力
兼优的城市，是发展前景更加壮美的
城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原党委书记、学术委员，研究生
院文学系教授）

运河古镇一日
包明德

【获奖童诗选登】

秋晚的江边

江 西 省 新 余 市 新 余 铁 路 小 学 四
（3） 班 杨俊涛

太阳将要坠落，
他无法带走金光，
就交给了云。
云被山困住，
只好把金光扔进江里。
太阳被贪婪地吞没，
闪烁在江面的金光也即将消失。
他飞上天空，
化作星辰。

（指导教师：岳阳）

星星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实验学校三
（3） 班 陈启梦

我知道了，
天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是因为，
有明亮的小钉子，
把它们给钉住了!

（指导教师：顾昌银）

小鱼做梦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长春路实验小
学一 （2） 班 张洪斌

一条鱼
孤零零
做梦都想
有一对翅膀
飞上天空
量一量天空有多高
飞上树枝
数一数树叶有多少
可是
妈妈说
该去练习游泳了

（指导教师：宋加娟）

回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小学二 （5）
班 孙益艳

回这个字，
就像放学回家的时候，
小朋友们一拥而出。
里面一圈人，
是迫不及待的小孩，
外面一圈人，
是踮着脚的大人。

（指导教师：王爱玲）

董其昌《草书陆畅诗》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孩子们表演获奖童诗孩子们表演获奖童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