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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都“潜伏”着一些深度诗歌爱好者，他们不仅在教
书之余用诗行抒发胸臆，还把诗歌带进课堂，引领学生走进诗与美的国度。3月
21日是世界诗歌日，我们把今天的版面献给诗歌，致敬热爱诗歌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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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同样是写春天，唐宋诗人各
有特点。

唐人尤其是盛唐诗人，对于
春天的描绘多是热情洋溢，充满
生命的欢愉。在他们的笔下，春
天绚烂浓郁，充满生机，洋溢着一
种蓬勃旺盛的气势。“野渡花争
发，春塘水乱流”，“一夜好风吹，
新花一万枝”，“万树江边杏， 新
开一夜风”。

他们看花写花，笔下色彩明
丽，画面鲜亮。李白借牡丹写美
人：“春风拂槛露华浓”，“一枝秾
艳露凝香”；杜甫江畔看花：“黄四
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这样的情景，让人怎能不手舞足
蹈，欣喜若狂？

即使是落花，在他们看来，
“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时
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马踏春
泥半是花”，也多是一种颇为欢愉
的心境，并不悲切。

春天最怕风雨，但就是这风
雨在唐人眼里也别有情趣。

“天街小雨润如酥”，“有时三
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这雨
是催醒万物催开百花的使者；即使

“清明时节雨纷纷”，羁旅的诗人被
纷纷细雨濡湿了衣衫，却在一面遥
遥相招的酒旗和隐隐的杏花酒香
中得到了抚慰。所以尽管“欲断
魂”，却不落魄，让我们在诗中感受
到一种温煦的俏皮和欢欣。

他们写春天，常用春雨、春草、
春花（杏花）、春水等意象——“杏
花·春雨·江南”，几乎成为一种固
定的春天符号。

这一类的诗多寥寥数语，篇
幅简短，五言或七言的绝句或律
诗，描写时或如工笔，细细刻画，
纤毫毕现；或如写意，泼墨纵笔，
涵蕴天地。人在画外，景在心中,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言虽尽而意
无穷。

在唐人眼里，生命是那样一
场声色光影的盛宴，“有花堪折直
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一切都
是即时的，都在当下。看到了花
开的美丽，体会到了春光旖旎的
畅快，便已足够，其他的无需多
想。所以我们在唐诗中看到的是
一种生命之声的呐喊，欢快也罢痛
苦也罢，一切都那么纯粹而浑然天
成。

如果说唐人是少年，宋人
则更像中年，崇尚理趣，内
敛，沉着，情感的表达偏重
于细腻而素淡。面对冬尽
春来繁花似锦的大好春色，
尽管也是欣喜欢乐的，表现

出来时却总带着点淡淡的疏离
感。

这种疏离之感几乎在每个宋人
作品中都能感受得到。即使率性坦
诚如苏轼，见海棠花开的喜悦也只
是“夜深唯恐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
妆”，写的不是花，是自己的谨慎和
小心，喜爱，同时也不自禁地带着
一种审视的距离感。再如“野凫
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
与“野渡花争发”的生机勃发和
欣幸情怀相比，这句诗中更多冷

静的禅意。“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意境明丽，虽也是
写“烟雨杏花江南”，却是借由听觉
而非视觉曲折地勾画。

与唐诗一样，宋词中有
多得数不清的写春天的好词。

有趣的是，不管这些词
写得多好，调子却总是低抑、

缠绵。
宋词中的春天第一多的是愁

绪。李后主会“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秦观则说

“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
愁”。贺铸“试问闲愁几许，一川烟
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李清
照“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
愁”⋯⋯

临暮春而怅然，见落花而伤
怀，在他们看来，花开固然可喜，但
花落的凋败情景，更令人怅惘兴
叹。

所以春天尤其是春雨，在宋人
笔下多是带着点寒意的。“落尽梨花
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恼人天气又春阴”，“晓阴无赖似穷
秋”，“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
野僧”，“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怎
么读都觉得这样的春天寒意砭骨，
满是无奈和怅惘。

宋人当然也有欣然喜悦的，比
如“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
墙来”，这真是宋诗中难得一见的
明快。又如陈亮《南歌子》中的佳
句：“春在乱花深处、鸟声中”，写得
花团锦簇，明媚烂漫，满是生机。

但再往下看，你会发现，词中
情景陡然转变。

陈亮词上阕写春色，“池草抽
新碧，山桃褪小红”，色彩明丽有
如唐诗，却在下阕中转回宋人的
低落：“谁家三弄学元戎。吹起闲
愁，容易上眉峰”。乱花丛中欢快
的鸟鸣抵不过“吹梅笛怨”的幽
咽，其实还是心中隐着愁思，所以
几声笛音，便引得眉头含愁，难以
排解了。

苏轼的洒脱无人能及，但他
的《蝶恋花》中描摹的暮春之景，
也难免一种清寒之气：“花褪残红
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
草”。花落了，春老了，遍地的野
草已占满了山坡，花呢？要待花
开，还等明年。只是，“年年岁岁
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红
颜易老，生命无常，纵使明年山坡
上依然盛开着绚烂的春花，可是
看花的人还会一样吗？

第二多的是风雨。“城中桃李
愁风雨”，“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
春又归去”，“一春常是雨和风，风
雨晴时春已空”⋯⋯唐人眼里那
吹面不寒的春风、润物无声的春
雨，在宋词中变成摧花送春的无
情杀手。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在
《浪淘沙》中，劈面而来的便是一夜
盈耳的雨声，以及阑珊春意中砭骨
的寒意和无可依傍的巨大失落。

对于李煜来说，失去故国不
仅是失去一个王位，也同时失去
了故乡。作为亡国之君，故国就
在那里，可是那无限江山，凭栏望
断，又有哪一处可以寄托情思？
他不能像别的诗人那样在黄昏日
暮的时候，怅然地叹息：日暮乡关
何处是，所以，即使在梦里能够飞
纵万重山，但恍然梦醒时，也深知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以登
高远望，面对无限江山，流水落
花，只能发出一声浩叹：“别时容
易见时难，天上人间。”

第三多的是落花，或用“飞
红”“落红”“乱红”等代之。

春光、往昔、韶华，都随落花
纷飞飘坠。生命如此短暂，光阴
不禁蹉跎。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
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
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的
这首《蝶恋花》用风雨与落花写尽
了春愁。

唐诗宋词中的春天，还有一
个不同处：唐人多半是把春天当
作主角，眼里心中笔下，全是它。
而宋词大多数作品中，春天从主
角变成了配角，成为心情或故事
发生的一个背景，起着一种衬托
的作用。

“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
唐人笔下是欣然勃发的生机和掩
饰不住的喜悦，渲染着唐人的感
性和乐观。

而“惜春长恨花开早”，则细
腻地勾勒出宋人理性而悲观的心
绪。春光虽好，总怕好景不长，惟
愿花慢慢开，春缓缓归，免得“寂
寞摇空枝”。

如果说唐人是“乐极”，那宋
人真是“生悲”。着眼角度不同，
作品的风格旨趣也不同。

唐诗宋词提醒着我们花开时
的美好和春去后的空茫，让我们
一遍遍读起，一遍遍回味，这也正
是诗词永久的魅力之所在吧。

（作者单位系烟台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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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写诗的时候，一无所求，写诗不
是他们的主业，不必赶进度，不必野心勃
勃求结果。因为他们首先是讲台上的教
师，然后才是一个诗人。他们只是发乎
于心地撷取散落在生活四周的生命碎
片，凝结成诗。写作，让他们诗意地在讲
台上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别样的天空，孩
子们听到他们诵诗的声音，熏染了性灵，
如席慕蓉所言：“生命因诗而苏醒”。

1
认识刘大伟，是因为他的抗疫组诗

《羞愧之书》。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
发，刘大伟的诗歌在那个暴躁的春天直
击人心。刘大伟，80后，现为青海师范
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正在兰州大学文学
院读博士，在校期间讲授《中国现当代文
学》《现代诗歌鉴赏》《基础写作》等课程，
已出版诗文集《雪落林川》《低翔》《凝眸
青海道》。

读大学时，他便在《诗刊》《散文诗》
《青海湖》等报刊多次发表作品，主编学
生刊物《天风》，毕业留校后，成为天风文
学社的指导教师。他说：“青海是文化的
高大陆、文学的重镇，昆仑神话的诞生地
就在青海，那里有文学的源头活水。诗
人昌耀、西川、海子到了青海即留下名
篇，可以说，青海是一个非常适合搞艺术
创作的地方。”他这样鼓励从内地到青海
读书的孩子：“艺术创作，特别是文学创
作，跟热闹没有关系，跟发达、便捷没有
关系，相对封闭的空间，或许是文学创作
的沃土。”他利用自己的写诗经验，激发
孩子们的写作兴趣，帮他们打磨作品、推
荐发表，引导他们找到了创作自信和可
行的路径。

刘大伟不仅执着于培养热爱创作的
学生，还积极与各类文学组织、报刊交
流；邀请作家、诗人为文学社的孩子们作
文学讲座；举办诗会；带领孩子们参加诗
歌节⋯⋯在他的推荐下，有多名学生加
入了青海省作家协会，并开始在青海文
坛崭露头角。因为社员创作成绩颇丰，
天风文学社在2015年被评为全省“高校
优秀校园文化品牌”。

他疼爱那些热爱诗歌的孩子。
2013年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他要带上没
有邀请函的社员，去见见诗歌的排面。
那天下着大雨，诗歌节如期举办，只有一
个女孩在活动现场等着他领进去，他有
儿点遗憾，却也很感动——不是还有一
个女孩在期待一场诗歌的约会吗？在大
会开幕式上，那个女孩无意间坐在了席
慕蓉的身边，呵护诗心的席慕蓉还给那
女孩写了一段鼓励的话，并期待读到她
的诗。相信“生命因诗歌而有意义”的他
很为女孩高兴，说：“你看，用心对待文学
的时候，它便会给你一个惊喜”。

因为他执教的是师范类大学，他的
很多学生毕业后会走上讲台。他告诫学
生们：“语文老师太重要了，不能潦草、肤
浅、应付，更不能功利地去教学。”他执着
于要给学生多一点儿文学的熏陶和引
导，“文学是一个人不断认识自己，认识
世界的重要方式。文学带我们走得更
远，也更开阔”。

“如果老师不写东西，怎么能教学生
写作呢？”为了给学生树立榜样，六年来，
作为高考阅卷老师的他每年写高考同题
作文，也鼓励他的学生多练笔，他说：“当
一代一代的师范生走上工作岗位时，用
文学滋养过的眼光去影响学生，跟学生
对话，那么，学生的未来会更有希望。”

刘大伟并非孤例。西北师范大学的
刚杰·索木东老师，从事的是学生教育管
理工作，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他热情兼
任了学校社团刊物《我们》的指导教师。

“凭良心干活”的他们，一如刘大伟从电
话那头传来的沉缓之言：要把文学中人
性的、光亮的部分传递出去，毫无保留。

2
生机盎然的春天来了，首都师范大

学附中又将发起“在春天，写首诗”校园
诗歌节，这项师生共写的诗歌活动，从发
起到征稿到推荐给报刊主要由该校教师
卢吉增操持。

卢吉增，高级教师，北京市海淀区学
科带头人。他大学开始发表诗歌，工作
后因为忙，停笔了几年，后来给学生讲作
文，指导写作，愈发觉得自己应该写东西

于校园。再次提笔写作后，他更坚信“自
己写作，才可能对学生的写作有指导，否
则是隔靴挠痒”。而且“创作需要更细致
的观察、发现以及准确的表达，这些对教
学上文本解读的准确性和深刻性有重要
作用”。

随着创作的诗歌陆续刊发在《人民文
学》《诗刊》《北京文学》等文学期刊，他接
触的诗人多了，参加的文学活动也多了，
诗歌创作无形中拓展了他的生活圈子，世
界也更开阔。而诗歌创作与教学工作于
他而言是“相得益彰、相互助力”的。

他说：“学生将来也许不做诗人，但
不能欠缺诗意。”这和宗白华的“我们心
中不可没有诗意、诗境，但却不必定要写
诗”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坚信“在如诗如
梦的年龄如果不接触诗，那是非常遗憾
的”。他对学生的诗歌指导，有三种方
式：一是教材中诗歌单元的教学内容；二
是根据教学内容，适当加入对相关诗歌
的讲授；三是留一些诗歌写作的作业，包
括诗歌征文，并遴选出优秀作品在课堂
上与全班同学一起欣赏。

当他和学生的诗作陆续见于《中国
校园文学》《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
甚至同版刊发在《北京日报》时，他特别
欣慰，因为这表明自己的诗歌教学方式
是对的，同时也是对学生创作热情的的
特别呵护。

面对日复一日的学习场景，学生多少
会产生审美疲劳，为了唤醒学生对生活的
热情，他拍摄学生习以为常的景物，配上
自己的即兴诗作，制成PPT向学生展示。
有一次上课时，他给孩子们看早晨拍摄的
金黄银杏，并问他们：“你们从照片中发现
了什么？”“秋的偏心，在银杏树上过于明
显/一头金黄⋯⋯”诗歌音频响起的那一
刻，恰如学生杨壹铄所言：“犹如一股清泉
流进我的心田，让我如饮甘露。”

他坚信“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他
用自己的方式让“诗人”呈现“诗人”的本
色。首师大附中每年都开设游学课程，
2017年春，卢吉增带学生去甘肃游学，
要求每个学生用诗歌表达游学见闻感
受，于是在祁连山畔的途中，在丹霞地质
公园，在莫高窟的石洞里，同学们妙思与
文采齐飞，古诗与新诗争色。

他播下诗歌种子，种子在孩子们心
田发芽。孩子们自发成立“无题”诗社，
他乐意成为他们的指导老师。很快，无
题诗社成为学校一级社团，受到学校的
表彰。

卢吉增令我联想到甘肃省古浪县第
三中学教师刘永军。他给学生讲授地理
课，同时负责开展学校每周一次的“远
方”读书会活动兼做校刊《花季》的指导
教师。他中文系毕业，先是教语文，因为
紧缺地理老师，他便教了地理课，利用读
书会指导孩子们的阅读与写作。与卢吉
增一样，他也曾因为工作繁忙中断诗歌
创作多年，不惑之年重启，因为“文学离
不开人类，人类也离不开文学”，而且“写
作让人找到精神上的归属感”。他把诗
歌创作当做一场修行，修行在《星星》《诗
选刊》《飞天》等数十种刊物里。把诗歌
的美融入地理课堂，灌溉着孩子们的诗
心，“目前我们看到的星空/只是一种假
设”（《地理课》），而在西部农村的中学，
诗歌正在发生。

卢吉增和刘永军的诗歌，紧贴自己
的生活，提炼出朴素简洁的诗行，“平字
见奇，朴字见色”，以传道者的身份，揭开
诗的面纱，拉近学生与诗歌的距离，给他
们一份恰如其分的诗意。

3
田弈枫，一个从贵州铜仁飞越四千

二百公里抵达新疆古勒阿瓦提乡的95
后。新疆对他的吸引，让他完全忽略了
薪资待遇和完全异于家乡的自然环境，
他通过自主招聘走上古勒阿瓦提乡第一
小学的讲台，为维吾尔族孩子执教语文
课。新疆的异域风情和淳朴的孩子激发
了他的文学灵感，也催生、滋长了他的理
想主义。他的组诗《正被春天养肥》、散
文《那片白杨林》等都来自这片文学的沃
土，他的文字有着强烈的现场感，意境明
朗清澈，有着质感和力量，比如:“孩子
们，请修改从前的误会/写信给你的妈妈
和爸爸”（《今晚，教你们写信》）““雪融化
了，山下一片片羊群/正被春天养肥”“在
贵州的山上传来布谷鸟声/一直传到温
宿，我工作的教室窗口”（《二十一点的落
日》）。

泥泞是飘扬在天空的雨，晚上二十
一点的落日，对他一见如故的孩子们，记
了一个月才记完整的维吾尔族孩子的名
字⋯⋯这些，让曾从事新闻工作的田弈
枫执着地留在了新疆，因为“新疆的太阳
很好，比我去过的任何地方都不愿离开

人类醒着的天空”。
田弈枫不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顾影

自怜的诗人。他用文字沉淀自我，开设
个人公众号，记录那些不可复制的日
常。当第一次月考班里学生无一及格，
他甚至向学生自我检讨，这取得了学生
的信任，语文成绩也有了飞速的进步。

他对诗歌教学如写诗一般虔敬。学
习一首新的古诗，前一晚他会在网上收
集相关资料，用视频影像呈现古诗词表
达的景象，以真实的场景带他们进入诗
人笔下的意境，并通过对诗人的人生经
历以及诗歌创作背景的讲解，带领学生
真切地感受古代诗歌中的意境和情感。

学习《纸船——寄母亲》时，他为学
生讲述诗人冰心的心路历程，然后学生
自由朗读。不料，有的孩子读着读着却
哭了起来，他忍不住带读，当读到“母亲，
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时，
他的眼泪也下来了，哽咽着不能继续诵
读。他和孩子们一起低声抽泣，他伏在
讲桌上，孩子们伏在课桌上。因为这些
孩子都是寄宿生，九岁左右的年龄就从
十几公里外来到乡里寄读，每个周末回
家，不到两天又要赶回学校。而他和母
亲已经三年有余不曾见面了。他说：“我
们都是离开了熟悉的土地的孩子，是大
雨滂沱里独自远游天空的鱼。”

好多次，因为学习课文或者为学生诵
读课外名篇，每到动情之处，总有几个孩
子被惹哭。孩子们私下里总说田老师是
个坏蛋，不把他们打哭，却把他们惹哭。

他的学生见过的世界太小了，十几
公里外的克孜勒镇都没有去过，他
们的远方就是父亲放羊的草地和
胡杨林。而田弈枫给了他们一个
比放羊的草地和胡杨林更宽阔的
世界。

他教他们写诗，孩子们原始的
笔触带着乡土气息惊艳着他
的心：“浇了水以后/
蔬菜就甜了”“我要进

你 的 家/把

金黄的花束带给你”“在冬
天里/下雨和下雪”⋯⋯为了提
高孩子们的写作水平，他利用午休时间，
带孩子们在沙地的操场上散步，教他们
如何去观察身边发生的一切，怎么把那
些平平常常的事情写进自己的作文中；
给他们讲四大名著，教他们在沙地上写
即兴的诗行⋯⋯他的班级终于成为五年
级中作文水平最高的。

而他们，让他拥有了很多灵感和写
作的素材。

因为跟班学习，他暂时离开了讲
台。我问：“你还准备重回讲台吗？”他
说：“要回。上县城学习，就是为了回去，
能更好地教那里的孩子们。”

4
用何其芳的诗句“去以心发现心”来

形容金小杰的诗歌创作以及她与学生的
相处甚为贴切。

90后的金小杰毕业后一直在山村小
学担任语文教师。学校成立红樱桃文学
社后，她兼任文学社辅导员。枫叶红了，
她会带孩子们在校园里找秋天；花开了，
她会带孩子们在校园里和春天捉迷藏；燕
子回来了，她就带孩子们温习朱自清的
《匆匆》等散文，感受时间的流逝。她又以
一己之力，成立个人公益性文学社——小
荷文学社，发展学生近百名，平日里，常在
线上指导他们进行诗歌写作和修改。

她说：“在创作过程中，看似是我指
导了这群孩子写作，实际上，这群孩子也
成就了我独特的风格。”

学校里有几棵玉兰树，每到花季，玉
兰开得又大又美。在玉兰盛开的季节，
一个小女孩问她：“老师，玉兰花落了，会
疼吗？”这个问题问得她内心一紧，她说：

“不会，它们只是睡着了。”你看，孩子和

她的对话就是诗。
一次，在语文课上学比喻句，她举起

手中的橡皮，让他们学着打比方。一个调
皮的小男生站起来说：“老师，它像一朵云
彩！”学生哄堂大笑。她没笑，因为那块橡
皮，真的很软，真的像一朵云彩。后来她
据此写成一首小诗《橡皮云彩》。

类似的瞬间有很多，她的学生给她
的创作带来了灵感，“教学相长，在交往
中，我也学会了很多”。

写作上，她也常常和孩子们“比赛”，
比如一起参加全国或地方的征文活动，
他们并不关心结果，只是一起享受参与
的过程。不经意间，这群乡下的孩子走
进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也收获了很多：比
如有人第一次拿到了稿费，有人第一次
拿到了样刊，还有人第一次获得了省级
的奖项⋯⋯金小杰每每看到他们的收获
与成长，“内心就像有一片温暖的火光，
一直在轻轻地摇曳”。

课上课下，金小杰带着孩子们学看、
学听、学感受，一起体验生活、体验诗歌，
这就是她的诗歌教学方法，“一般是先

‘玩’后写，玩高兴了，诗歌早就躲在我们
的身后了，我们要做的是，后退一步，趁
其不意把它推到前面来。”

金小杰的诗歌创作跟她的乡村教师
身份紧密相关，她对一切美好事物有着
细致的体悟，用直觉
去感知万物的存
在，诗句清丽、浅
白晓畅如同牧
歌，却也蕴含

着一两拨
千斤的诗歌力量，
让读者喜悦、感动。

哪里有诗歌，哪里有分享，哪里孩子
的灵性就会得到呵护与滋养。讲台上的
他们，自带诗人气质，带给学生一种诗的
感觉方式和思维方式。孩子本来具有敏
锐的直觉和悟性，而他们，用直接的影响
和效应，点石成金，让诗歌之光推开孩子
们心中的诗歌之门。

他们面对教学的挑战，却保持对诗歌
的好奇与浪漫之心，自我与学生一起成
长。他们是传道者，熏陶着学生的诗心，
涵养学生的文学基调和审美趣味。他们
以一颗赤诚之心与万物相通、与学生相
融。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也是实干家。

作家周大新曾言：“把热爱文学的种
子播撒在校园里。”讲台上的诗人，都做
到了。

（作者单位系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

讲台上的诗人
娜先生

在世界诗歌日即将来临之际，“文
化周末”聚焦教师诗人，旨在关注诗于
教育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发现校园中更
多的诗意。后续我们将在“文化周末”
版开设“讲台上的诗人”专栏，遴选优秀
教师诗人谈教育与诗，录制诗歌音频
等。欢迎在诗歌方面有一定造诣的教
师诗人联系我们：请将个人简介，诗歌
发表、获奖情况及自选原创诗歌 3 至 5
首，发送至446284927@qq.com。期待我
们以诗为媒的欢聚。

——中国教育报·文化周末 启

启 事

底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