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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诗的
民族。从古至今，有

名的诗人达好几千人，好
的作品更是千万首。近三
千年前的《诗经》，便是孔
子教学生的教材。他除了
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
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
木之名”外，还说“不学诗，
无以言”。前句是说诗的

功用，后句的意思是说：不
学诗，连讲话都讲不好。我读
小学的时候，背诵过一首唐朝
诗人王维写的《杂诗》：“君自故
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
前，寒梅著花未？”听说这是怀

念故乡的诗，但是为什么问故
乡来的人梅花开了没，不是写王

维喜爱梅花，而是怀念故乡呢？我得不到满
意的答案。

十八岁时，我到小学教书，在语文补充教
材中，我选了好多首《杂诗》这类的好诗介绍
给小朋友。虽然我可以翻译出诗的表面意义
给小朋友，但是诗的深层意义却没法介绍。
当然，为什么问故乡来的人梅花开了没，不是
写王维喜爱梅花，而是怀念故乡，我也没能力
解答。后来我读大学，修了修辞学的课，看了
很多诗学的书，慢慢体会出诗人写诗的思考
过程和对事物的感觉，终于了解为什么王维
问梅花开了没是怀念故乡，而不是喜爱梅花。

广义的诗，包含古体诗、近体诗以及唐宋
兴盛的词、元朝的曲，甚至现代的新诗。这些
诗可以浅尝，更可以深尝。一般人读诗会觉
得这首诗很好，但是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
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在大学
里担任修辞学教师的时候，指导大学生欣赏
诗，要求他们多从深层意思去思考，了解它

的文化内涵，不要只停留在表面意义上。这是
培养他们欣赏诗时，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
然”，享受诗的内涵和表达的艺术。

《诗的秘密:给孩子的二十八堂诗词课》（陈
正治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选了王维的《杂诗》
等近三十首内涵深远、语言浅显、大众熟悉的好
诗，尽量采用何寄澎教授说的“思考作者的思
考，感觉作者的感觉”的赏诗原则，把内容或写
法，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让读者“知其然，也知
其所以然”，得到读诗的快乐，也获得
诗的精髓及美妙的写作技巧。在目次
的安排上，该书将这些诗分为抒情
诗、景物诗、叙事诗三类。考虑少年
儿童读者的语言程度，先介绍语言浅
显的作品，再介绍语言略深的作品，
让他们学会欣赏古诗词的颜色美、音韵
美、意象美、艺术美、含蓄美，真正读懂
一首，胜过囫囵吞枣地背诵百首。

（作者系语文教育专家、诗人、学者）

不学诗，无以言
陈正治

“简短的诗行最容易入人
心 ，最 容 易 让 孩 子 懂 得 和 记
诵。孩子长大了，诗词中那些
丰富的、多元的、令人感动和感

慨的内涵就将随着人生阅历而慢
慢涌现。在这个涌现的过程中，

他会被诗人的初心所感动，
同时为自己能够在诗意中成
长感到庆幸。”在近日举行的
全民诵读古诗词暨《康震古
诗词 81 课》新书发布会上，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如
是说。

《康震古诗词 81 课》
（人民文学出版社）精选了

从汉代到清代 36 位著
名 诗 人 的 81 首 古 诗
词，其中的一些经典
作品称得上简单，比
如《春晓》《咏柳》《望
庐山瀑布》等，但康震

坦言，这个世界上没有简
单的诗句，只有简短的诗
行，“诗人写诗的时候，内

心总是比较复杂的，或者都
有自己的冲动、诉求。有的
诗越简单，可能里面蕴含的
韵味越深厚，比如苏轼的《题
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看似简单，其实这样的诗是

很难写的。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已经离
开黄州，但是他贬官的身份并没有改变，新法人
物当权的局面也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在
庐山上写诗也还要三思而写吧？这与李白当年
写庐山的心境、环境大不相同。苏轼非常智慧，
用短短四句诗就概括了他对庐山的全部感觉，
也概括了对人生的深刻领悟”。

在康震看来，名篇佳作都有鲜明的标准：
首先它的内涵是深刻的，情感是丰富的；同
时，它的文辞是优美的，可以跨越不同年代人
们的审美观，比如李白的 《望庐山瀑布》，几个
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它可以成为名篇。“一首
诗，不管怎样穿越时空，诗人浸润在诗中的创
作初心恒久不移，这是诗作的内核；同时，不
同年代、不同身份的人，对一首诗的感受、理
解也各有不同，这是诗作内核的丰富与拓展。
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读懂一首
诗，一首诗也才能真正进入不同时代的人心。”

《康震古诗词 81 课》选择了部编版语文教
材中的篇目，每首诗的讲解字数在 2000 字左
右，大约 8 分钟读完，适合碎片化阅读、大众阅
读，但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作者旁征博引，把
诗人的人生、交际，名诗的形成、流传等都涵盖
了。如何在适应当下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同时，
又能做到干货满满，康震给出了精彩的解释：

“单篇合成一章，连缀便可成史。”在写作中，通
过互文互见的方式，从个体扩展到群体，诗人们
相互勾连，便形成了诗坛，折射出一个时代，所
以这本书的结构就是：一诗一人一时代。

活动现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北京
大学博士生陈更、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龙洋和康震
教授一起，围绕全民阅读、如何通过诵读古典诗

词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进行了深入对谈。
“古诗词一直是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精神密

码和集体记忆，里面有大量我们认同的中华民
族价值观。”聂震宁认为，有理想的人一定要读
诗，读诗的人一定有理想，“古诗词本身有语言
的韵律感，比较便于记忆，对阅读习惯养成具有
非常好的帮助。”龙洋说：“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也
在提升语文写作的能力，因为同样一句话，加上
不同的修辞手法，给出不同的定义，就能达到完
全不一样的效果。”在陈更看来，康震对古诗词
的讲解“非常富有感情和激情，他的书中永远有
一种慷慨之气在升腾”。

康震对古诗词的记忆是从小学二年级时老
师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的，但是在
中学时他更喜欢哲学，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
思、恩格斯的相关著作都是他的阅读对象，同时
他还阅读了许多美学著作。直到上大学之后，
他慢慢接触了大量的古典诗词，体会到其中蕴
含着无比丰富的内容，才成为一名古典诗词的
专业研究者。谈及创作体会，他说：“在写作过
程中，当你的心情跟着诗人的心路历程不断颠
簸起伏的时候，你就完全进入了诗人的内心世
界。当读者、作者和书中的诗人，他们的情感在
同一个幅度上振动的时候，古今就为一体，传承
成为当然。”

诗可以唱，可以书，可以画，但最容易做到
的方式还是读——没有时间的拘束，没有地点
的限制，随时随地都可以脱口而出。在活动的
尾声，一段段来自祖国各地不同年龄读者的朗
朗诵读声以视频方式回荡在现场，或抑扬顿挫，
或稚气未消，表达了大家对全民阅读的投入和
对古典诗词的热爱。

康震：简短的诗行最易入心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千百年来，国人以诗词为载体，吟咏言
志，传情达意，怀古叙今，讴歌时代。诗词也
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华人文风貌的经典代表，
影响力也远远超越了诗歌范畴，成为中华人
文精神的复合载体，传承千载，历久弥新。

理解是感受诗词魅力的前提

诗词于我个人来说，是一种深深的兴趣
与爱好，这种兴趣和爱好从小就有。孩提时，
我背诗比较快，当然那时候的背诗是纯粹的
机械记忆，谈不上理解。到了小学后，识字渐
多，就央求父母买了许多唐诗宋词的少儿读
本，有拼音，带图画，这样我就能简单理解了，
而且看完一首诗之后，总是自觉开始背诵。
这种自觉应该就是在理解诗意的基础上获得
的动力。当我读到“离离原上草”时，仿佛
真有一片草原浮现眼前，这就是想象与联
想。我认为，教孩子学诗，首要的就是锻炼
思维，激活大脑的想象力，要引导孩子从字面
联想到画面，要能从诗句的文字中联想出诗
情画意。

诗词积累多了，自然就形成了知识能力
的迁移，比如“离离原上草”中的“离离”，我
理解就是指草木茂盛的样子。然而当我接
触到《诗经·王风·黍离》第一句“彼黍离离”
时，自然就能理解“彼黍离离”就是黍子茂盛
的样子，一下就能明白，学会了举一反三和
触类旁通。理解是背诵的前提，不理解虽然
也可以机械记忆，但理解后的背诵才能收获
诗意的震撼和文化的享受。孔子说“诗可以
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强调了诗词在

文化表达和社会交往中的重要
性，兴观群怨，肯定是要在理解
基础上，理解是感受诗词魅力的
前提。

避免追求背诗数量而破坏兴趣

常有家长和我交流，问幼儿园的孩子背
多少首诗算合格，小学生又要背多少首诗才
算过关。这反映了在当下诗词热潮中，一些
家长对孩子的诗词学习存在误区。诗词学习
不是单纯的记忆训练，也不是背外语单词，更
无须刻意的过关闯级。诗词是植根于母语的
文学形态，走进诗词就能自然而然激荡起我
们固有的人文情怀。学习诗词最重要的是激
发兴趣、促进理解，提倡在感受诗词情境中自
然而然地记诵。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学诗词是有一些差异
的。越是低年级儿童，对诗词越有着天然亲
近感，这就是诗词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所具
有的天然亲和力。家长和学校应该做的是培
育好儿童对古诗词的天然兴趣，引导儿童进
一步亲近古诗词，要尽可能避免生硬地追求
背诗数量而破坏孩子的兴趣。小学生学诗可
以和识字教学结合，不断培养和激发兴趣，为
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对于大学生和
成人而言，则应把诗词学习和自身阅历以及
思想感悟结合，从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等角
度深入诗词所构筑的美学世界。诗词是有力
量的，这力量来源于历史。对于广大诗词爱
好者而言，应通过学习诗词来走进它背后的
历史文化，以文化的观念去深度理解诗词。

在录制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后，经常有
报道说我是“万词王”能背成千上万首诗，其
实这都是开玩笑的说法。我背诗全基于兴
趣，喜欢的诗词就去理解和记诵，从没有数字
的追求。建议大家也不要去关注数量，学诗
词不能有太强的功利心，而应首先是基于热
爱，不是为了与人炫耀比赛过级等。可以参
加一些诗词活动来增强自己的学习兴趣，但
参赛绝不是目的。用诗词浸润心灵，让诗意

作用于人生才是真谛。

读懂诗词背后的历史文化

只有真正理解了的诗词，才能灵活运用，
才能真正让诗词作用于品质人生。比如我在
中学时代读《春江花月夜》，脑中不断浮现“春
江潮水连海平”的壮阔诗境。石家庄不靠海，
但有苍茫辽阔的滹沱河横亘在燕赵大地间。
我站在河岸边，仰望明月，揣摩玩味着春江花
月夜的诗意，吟出了“慷慨滹沱横燕赵，月上东
山水自流”的诗句，这也是我比较早期的诗词
创作成果了。此后我只要是写作文，都会自觉
地把诗句融入到文章中，用诗句为文章增色，
随时随地把诗词文化运用起来。通过学诗背
诗，用诗词的力量激励自身成长，用诗词去彰
显文化自信，这就是学诗词的巨大作用。

学诗词离不开诗词读物，《千家诗》《唐诗
三百首》等都是流传甚广的经典诗词读本。
但需要注意，学诗词不是单纯地看一些诗词
选本就行，关键是要通过阅读诗词来走进诗
词背后的文化，理解了背景和文化，才能更好
地促进对诗意的理解和记诵。所以我给学生
们推荐的诗词读物一般都是品读诗词的，比
如蒙曼、郦波、康震等文化学者赏读诗词的著
作，还有《唐诗鉴赏辞典》一类介绍诗词典故
的工具书，还有我的《千年历史千年诗》《穿越
千年赏好诗》等，这些都是从诗词入手、解读
诗词背后的文化的著作。

以学促写是教学的有效途径

在大学校园中，诗词的魅力也是随处可
见的。我上大学时曾编辑过一本学生诗词刊
物《凌云木》，刊名的来源是“时人不识凌云
木，直待凌云始道高”。每期印出来，同学们
纷纷抢阅，足见诗词文化在大学生中的热

度。后来我又回到这里任教，学生又把《凌云
木》拿到我面前，想不到这本学生创编的小册
子还在，不知不觉已经是物换星移几度秋了。
从我上学到成为教师，一本诗词小册子能在一
座校园里十几年流传不辍，这本身就是大学生
对诗词的一种态度。当然在网络化的今天，许
多人的阅读时间被手机所占用，诗词教学如何
开展才能更为大学生所接受，成了诗词教学面
临的新课题。

日常教学中，文史融合、以学促写是我进
行诗词教学的有效路径。诗词是历史的产
物，诗词背后的历史文化是解开诗词密码的
金钥匙。我开设的“大学语文”课将诗词和历
史进行统合，由诗入史，由史解诗。特别注重
写作能力培养，引导学生进行诗词创作和评论
文章的写作。这就是陆游说的“汝果欲学诗，
功夫在诗外”。几年来，已将诗词的火种埋进
不同专业的学生心中，有许多学生发表了诗词
和文艺作品，加入了省市作家协会，实现了高
质量的升学就业。

大学生无论专业背景，对诗词学习的兴
趣都是普遍饱满的，但是学习效果很难保
证。广大高校普遍没有开设诗词教学的公共
课程，诗词教学能够依托的“大学语文”等课
程平台的建设也长期滞后。所以要想真正加
强和改进高校的诗词教学工作，需要在全校
设置“大学语文”或诗词教学的公共课程，从
课时、学分、师资等各方面予以保证。在课程
内容上应打破单一的诗词领域，把诗词教学
与历史教学、写作教学以及课程思政教学紧
密结合，打造立体的应用型诗词育人体系。
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培养兴趣、文史融
合、以学促写的路径来做好诗词的教学，就
能更好地传播中华人文精神，引领大学生成
长成才。

[作者系石家庄学院讲师、《中国诗词大
会》（第二季） 季军]

学诗，归根结底是进入诗性审美
王子龙

编者按：

近几年，随着央
视《中国诗词大会》
的播出，举国上下掀
起一股学习和传播
传 统 诗 词 的 热 潮 。
在 重 拾 经 典 之 余 ，

“怎么学好诗词”也
成为人们的困惑和
难点。

俗话说：“熟读
唐诗三百首，不会作
诗也会吟。”诗词是
不 是 背 得 越 多 越
好？教师该怎么教，
学 生 怎 样 才 能 学
好？面对市场上大
量学习诗词的书，我
们又如何选择？本
版从不同角度进行
解读，以期带给你启
发和思考。

《诗词格律》
王力 著 中华书局

本书由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所著，他
如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般，谆谆教导，向读者
普及了关于诗词格律的一些基本概念，并全面
介绍了近体诗格律的相关知识。不仅如此，王
力先生还介绍了词律的相关知识，对于许多耳
熟能详的词谱，如梦令、浣溪沙、点绛唇、水调
歌头、浪淘沙等词谱，都把它们的平仄一一表
明。整本书语言简洁，重点突出，通俗易懂，是
诗词创作入门的必备之书。

《迦陵著作集》（共8册）
叶嘉莹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迦陵著作集》是叶嘉莹先生从事诗词教
育70年来的成果荟萃，涵盖了其对历史上诗
词名家重要作品的独到解读，以及用现代理
论对传统诗词的科学总结，展现出叶嘉莹先
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与西方理论学养。全
套共8册，包括《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
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诗丛稿》《迦陵论词丛
稿》《唐宋词名家论稿》《清词丛论》《词学新
诠》《迦陵杂文集》。

《中国诗词名篇名句赏析》（典藏版）
李定广 评注 华文出版社

本书由《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
命题专家组组长李定广教授编选、评注、赏
析，所选诗词基本覆盖《中国诗词大会》第一
季、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第五季的命题范
围，以及备选但实际未播出的诗词若干首。
趣赏连珠，吸收最新学术成果，赏析知人论
世，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尽赏古诗词的文化
意蕴和蕴含其中的诗美、哲理。

《一位诗人的诞生》
树才 陈诗哥 周其星 选编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树才、陈诗哥、周其星三位老师从教育者
和诗人的角度精选国内优秀诗歌作品，诗歌
富含美与想象，他们通过带领读者一起品读
诗歌来引导孩子理解诗歌，在教孩子写诗的
同时也是在引导他们平时要善于观察、发现
生活的美。这除了是一本提高孩子阅读能
力、写作能力的图书，还是一本挖掘孩子想象
力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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