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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诗词的理趣
朱于国

诗贵有理趣
诗歌言理，“贵有理趣，不贵下理
语”（沈德潜 《国朝诗别裁·凡例》）。
“下理语”
，即直陈其理，抽象论说，这
样的诗只是分行排列而已，诗意全无，
往往流于烦琐说教，谈不上什么美感与
趣味。“有理趣”，即诗歌析理、论理，
富于生气，含无限灵机。优秀的诗人，
往往借助形象，将理深藏“幕后”，意
在 言 外，“如 水中盐、蜜中 花 （当 为
‘花中蜜’），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
相无相，立说无说”
，不着痕迹，
“冥合
圆显”（钱锺书 《谈艺录·随园论诗中
理 语》， 中 华 书 局 1984 年 版 ， 234
页），由此取得诗情与 理趣 的 完美 融
合，使理的言说也能取得与情感同样动
人的效果。
这方面，宋人的言理诗可为代表。
如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所选杨万里
《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诗歌记
述山行体验，开头便发议论“莫言下岭
便无难，赚得行人错欢喜”。这是以否
定形式表达肯定判断：“下岭”并不容
易。为什么这么说呢？随后诗人便展开
论证：“政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过一
山拦。”因为下山时愈走愈低，四面山
头围合过来，行人就像穿行在万山包围
之中。即使一座山“放过”了你，还有
无数的山在前头阻拦着。这种体验很多
人都曾经历过，但未曾言说。诗人以生

动活泼的话语引发我们的共鸣，令人顿
觉意趣横生。如果再深入一层思考：诗
人说的又不只是登山，生活何尝不是如
此？刚刚经过艰辛努力，终于抵达目
标，以为总算可以松口气了，庆幸后边
的路就轻松了，谁能想到，一个目标的
达成恰是另一个目标的开始，此后的道
路仍不轻松，甚至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诗歌通篇无一字谈人生，却不着痕迹地
阐发哲理，所谓“举万殊之一殊，以见
一贯之无不贯”（钱锺书 《谈艺录·随
园论诗中理语》），正可见其理趣盎然。
再 如 苏 轼 脍 炙 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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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首二句写景，不做细描，高度
概括庐山千姿百态的自然风貌。这正是
诗人观察所见的现象，是议论的由头：
同一山峰，从这一面看，平高而长为
岭，从另一面看，则直上孤立为峰；无
论远观、近赏、俯瞰、仰视，形状、山
色、姿态、气势又各自不同。由此诗人
不禁生发疑问：到底怎样才是庐山的真
面目呢？为何总也把握不定？诗人一番
思索后给出答案：是因为“我”身在
“万山围子”之中，视野所限，一岭一
峰，都只是一个局部，一个侧面。这表
面上也是在讲登山体验，却令读者想起
人生类似的境况——下棋时，执着于自
我，往往看不清全局；一事当前，受到
种种条件限制，往往看不清形势……这
种理性的思考，寓意于形象之中，藏而
不露，意在言外，含蓄而隽永，正是理
趣的体现。
理趣之趣，还在于读诗悟理，含无
穷趣味。对读者来说，事之婉转曲折，
情之深婉动人，景之优美壮阔，诉诸具
象，情趣盎然，容易感知；而理之趣，
往往深藏于事、情、景中，需拨开形象
的迷雾，经历具象到抽象的转换，才能
深刻体悟；有时体悟到了却不见得能以
言语表达，所谓“欲辨已忘言”（陶渊
明 《饮酒》 其五），只能会心而已。正
如明代散文家袁宏道所说：“世人所难
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

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
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叙陈正甫会
心集》） 诗中之理，了悟于胸，会心一
笑，何其有趣！读诗悟理，如做头脑体
操，如破悬疑案件，经过“许多层累、
曲折”（梁启超 《敬业与乐业》），终于
豁然于心，此一过程，亦有无穷趣味在
其中。这也是古诗之理趣。

教材中的理趣诗

日》《观书有感》，程颢的 《春日偶成》
等，虽涉理路，却“具有诗的意境韵
味”（缪钺 《宋词与理学家——兼论朱
熹诗词》
），读来情味、理趣兼备。如朱熹
《春日》，表面上看就是一首游春踏青诗，
有时间有地点有景物，有概括描写有具
体描绘，表现了春天到来后天地面貌一
新的气象，但细究起来，诗人身处南宋，
一生未曾踏足北方，自然不可能在泗水
边悠闲地寻芳揽胜，因此这次春日访胜
只能是诗人的想象，是为说理而构造的
虚景。其真正目的在于表达自己阅读圣
人之书如沐春风，精研圣人之道而面貌
一新的感受。理解了这一点，再去读
诗，我们就会发现诗歌字字寓理，句句
合道，景语、情语与理趣融合无间。

统编语文教材中富于理趣的古诗不
少，有的旨在写景抒情，但其中物态意
象却暗含“物”理。如杜甫 《绝句二
首》（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
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诗歌
描绘的春日景物，似乎平平无奇，其中
却融汇着诗人的欣悦之情，也蕴含着他
超越原意的名句
用心体察的一层“物”理。正如罗大经
有些诗歌不是全篇说理，而是将道
所云：“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
理落在一二句中，着意修饰，如点睛之
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鹤林玉
金句，简洁而凝练，深刻而隽永，因而
露》 乙编卷二） 冬去春回，季节轮替，
是自然规律，而万物也莫不适性而为。 有着特别吸引人的魅力，成为历代传诵
的名句。上文提及的“欲穷千里目，更
春日一到，就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发
上一层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芽开花，回归筑巢，双宿双栖。自然的
在此山中”就是这一类，再如“沉舟侧
生生不息，万物的顺遂自然，就包含在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野火烧
这一幅幅小景中。前人评论此诗“有惜
不 尽，春 风 吹 又 生 ”“不 畏浮云遮望
春之意，有感物之情”（黄叔灿 《唐诗
笺注》），实际上还有一层妙悟之理趣。 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山重水复疑无
有的诗缘事缘景而悟理，由具象、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落红不是无情
个别而落脚于抽象、一般。如王之涣
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等。这些语句
《登鹳雀楼》，前二句写登高所见景象之
在经典化的同时，往往超越原诗的语义
外延，获得更为普遍的意义，甚至带有
壮 阔，间 接 描 写鹳 雀 楼之 高、地势之
了格言的性质，一定程度上成为汉语词
胜。后二句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
汇系统的有机组成。比如白居易名句
由实转虚，含不尽之景于言外，且“景入
，已超越野
理势”
（空海《文镜秘府论》
），由写景转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草荣枯的画面描绘，用于形容事物生命
议论，
揭示登楼观景，
愈高则景愈壮观的
力顽强，越遭摧折而韧性越足；刘禹锡
道理。这已经超越了此次登楼的经验，
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
拓展为一般登楼体验的表达了。后世读
春”常用于形容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有
者读之，更因其中含有登临无止境的意
锐不可当之势；陆游名句“山重水复疑
味，又开拓出抽象的含义，用于表达拥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则常用于形容
有广阔视野，不断向上，追求更高目
标、开拓宏大格局的志愿。
艰辛探索，处处碰壁后突然豁然开朗、
还有的则专在说理，却换个具象的
形势大好的境况。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主
外衣，婉曲达意。这方面，宋人尤其是
理学家的诗歌更为显著。像朱熹的 《春
任、编审）

郭卫东

诗 文 就 内 容 而 言 ， 无 非 景 、 情、
事、理四个方面，贯串其中的则是审
美。诗歌重形象和情感，说理并非诗歌
所长。然而诗中未必无理，也未尝不可
言理。如白居易 《钱塘湖春行》 写初春
景物，读者玩味诗意，自能体悟其中蕴
含的万物复苏、欢欣雀跃之生趣；屈原
《离骚》 驰骋想象，瑰丽奇幻，一以贯
之的则是他眷怀楚国、坚守理想的思想
情感。描绘景物有自然之理，切于人事
则有人世之理，而本质上，诗歌追求真
善美，这更是人间至理。中国传统诗学
理 论 讲“诗言志 ”，即 表达 心 意、 志
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言理。

论道

意在言外 含蓄隽永

学生缺少劳动锻炼，意志品质
得不到锤炼。温室里的弱苗长不成
参天大树。培养学生勤俭、吃苦、
奋斗、坚韧不拔的品格和服务他
人、奉献社会的意识，是学校不可
推卸的责任。学校在培养学生爱劳
动的观念、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劳动
方面大有可为。
学校应按照教育部要求开足劳
动教育课程，同时在思想政治课和
班会中增加劳动教育的内容，培养
学生崇尚劳动、
以劳动为美的观念，
让学生在劳动中磨炼意志，在劳动
中培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的意识。
劳动岗位有分工差别，但没有
高低贵贱之分。党和国家领导人既
接见表彰科学家钱学森，也接见表
彰环卫工时传祥，体现了国家对每
个劳动者的重视和关怀。学校应该
创造条件，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生
活、生产和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的
劳动。
现在很多学校的后勤服务工作
是聘用社会服务公司来承担，学校
可以适当减少聘用社会服务公司人
员，
或适量减少外包业务量，
交由学
生完成。学生参与学校后勤服务劳
动，
不仅接受了劳动锻炼，
还能为学
校节约资金，用于支持学校开展丰
富多彩的学生活动或教科研活动。
学校的劳动教育要从学生习惯
养成和学习生活环境改善做起。学
生宿舍可实行学生自我管理，对宿
舍卫生、被褥整洁、物品摆放等，
学生会要组织检查、评比、奖励。
教室卫生保洁要分组值日，组长合
理安排，带领全组同学完成每日的
班级卫生扫除工作，年级每周一评
比，每周一通报，周周评先树优。
校园公共区域的卫生保洁工作，学
校要统筹安排，合理分工，划定班
级责任区，组织开展检查、评比和
奖励。对学生承担的公共区域卫生
清扫工作，学校可以给予一定奖
励。
校园的绿化工作，也可以安排
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参加。栽树可以
让学生镢刨锨填，所栽树木以学生
姓名或班组标识，让学生为自己的
劳动成果感到自豪。有条件的学校
还可以分批组织学生进入食堂操作
间，在食堂师傅的指导下，择菜、
洗菜、烹制食物，在老师的组织
下，为同学售饭。学生也可承包食
堂的卫生清理、碗筷清洗等工作。
这既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能力和习

劳动教育，
先从校园劳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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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又能让学生体会到劳动的艰
辛，从而尊重劳动成果、爱惜粮
食，杜绝铺张浪费等行为。
学校还应组织学生走出校园，
接触社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
学校可联系城市园林绿化部门，组
织学生积极参与城市的美化绿化；
联系城市环卫部门，帮助环卫工人
清扫街道，也可以班级为单位承包
学校附近街道的卫生清理工作。学
校可以组织学生深入到敬老院、孤
儿院，帮助清扫室院、拆洗被褥。
学校每学期可安排一定时间，组织
学生到农田体验农业生产劳动，也
可安排学生到工厂车间体验工业生
产劳动。
劳动是了不起的老师。吃苦耐
劳、顽强拼搏甚至创新灵感，都来
源于伟大的劳动实践。让我们全体
教育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为培养
合格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努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章
丘区第四中学）
·广告·

实施“六趣”
课改

助力乡村振兴

——重庆市南川区兴隆镇中心小学校课程改革的探索实践
重庆市南川区兴隆镇中心小学校，
地处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金佛山脚下。近年来，
学校以培
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良好习惯”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
探索实践乡村学校课程改革和体系
建设，走上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发展
之路。

汲取乡土文化营养
构建课程体系
兴隆镇中心小学校积极投身乡村
文明与乡村建设进程，主动作为，以地
方特色为立足点，
将乡村教育融入乡村
生活，
同时获得乡村资源对学校改革发
展的支持，
全力打造精品课程。
学校抓住课程改革重点，
组建课程
开发、组织实施、评价领导小组和研究
团队，
开发了以农耕、养殖、中药、地貌、
民俗、美食为特色的“六趣”课程体系。
学校坚持落实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
本课程三级课程制度，
在开齐开足国家
课程基础上，有效有序开设地方课程，
努力开发校本课程，
三级课程体系互为
补充，
形成具有兴隆镇特色的“六趣”
系
列课程，
推进学校发展与乡村振兴的有
机联动，
探索课堂学习与田园教学有机
结合。
学校充分利用教室墙壁、校园文化
墙、展板、广播站等，
设计不同主题的德
育宣传内容，
拓展育人渠道。每学年举
行学生干部竞选，设立“小黄帽”、值周
生监督和考核各班常规。学校建有标
准团队活动室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为
学生营造独立自由的活动场所。
重视校内课后时间的利用。大力
建设少年宫，精心设计设施设备齐全、
场地空间广阔的各类功能室。根据学
生需求开展内容丰富的活动项目，
将活
动与地方特色、生活实际相结合，推出
舞蹈、书法、足球等近 20 门丰富多彩的
文体娱乐课程、技能培训活动，让学生
放学后有地方去、有场所玩，每名学生
都可以自由选择，找到自己喜欢的活
动，
在健康快乐的活动中得到锻炼和提
高。学校组织的课后活动，
既减轻了家
长接送孩子的负担，
又培养了孩子的个

性特长，
还有助于孩子养成良好习惯和
提升能力。
通过地域乡土文化助推学校特色
发展，以多样化、个性化的课程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实现了学校育人模式
的创新和学生个性发展的回归、
乡土情怀的回归。

美食，
热爱美食。
编写《农耕之趣》
《养殖之趣》
《中药
之趣》
《地貌之趣》
《民俗之趣》
《美食之
趣》等校本教材，构建多样形态、多
元开放、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
形成知识内容合理、教学方
式丰富的“六趣”
课程体系。

注重学生综合素养
丰富课程内涵
兴隆镇中
心小学校
基于乡土
特点和学生学
情对国家教材进
行 本 土 化 改 造 ，国 家
课 程 校 本 化 实 施 ；跨 学
②
科 、跨 班 级 整 合 课 程 ；由 教
师、学生、家长、社区人士及专家
等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开发“六趣”
课程。
农耕之趣：让乡村学生了解风车、
犁耙、蓑衣、石磨等农耕工具及用法，
使用农耕用具种植瓜果蔬菜粮食作
物，掌握一定的种植技术，参与体验农
耕过程，
学习农耕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思
想和文化品格，
让农耕文化助力美丽乡
村建设。
养殖之趣：让少年儿童学习养殖
猪、牛、虾等常见养殖物种，
并参观学习
獐香猪、河虾、黄牛的养殖技术,充分发
挥“小手牵大手 ”作用 ，让“小小科技
员”文化助推家庭产业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
中药之趣：
以南川打造重庆较大中
药饮片项目、全国较大中药材基地为契
机，通过在线学习常见中药，认知本地
中草药物种，与重庆市药物研究所、市
中医院、市中药材加工基地合作，参与
药材的种植、加工、宣传讲解、药性药理
药膳的学习，民间小单方的搜集、传承
和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
地貌之趣：通过查阅资料、实地考
察、现场体验等方式了解南川金佛山、
山王坪喀斯特国家生态公园地质构造、
金佛山珍稀动植物资源、里隐洞娃娃
鱼、盐井梯田等，在探索体验中了解家
乡地貌，亲近自然、感受自然、赞美自

践行新型乡村教育
提升学生能力
①

④
①谢陆霖校长和孩子们一起
谢陆霖校长和孩子们一起
分享阅读的快乐
②重庆市首批中小学名师乡
重庆市首批中小学名师乡
村工作室送教推进课改
③谢陆霖受邀在成渝现场会
谢陆霖受邀在成渝现场会
作课程建设交流发言
④美丽校园我的家
美丽校园我的家
然、保护自然，
体验乡村之美。
民俗之趣：收集、整理本地的乡土
人情、民风民俗，
继承、学习南川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统剪纸、石溪板凳
龙、水江灰巴、金佛山传统竹篾编制手
工技艺和张氏面塑、海椒鲊、酸渣肉等
技艺，让传统技艺根植于心，让乡土文
化寄之于情。
美食之趣：了解南川乡村美食，如
方竹笋、药膳养生汤、水江灰巴、油粽子
等，学会制作乡村美食，宣传南川乡村
美食，让更多的人走进南川乡村，体验

兴 隆
镇中心小
学校坚持公
平而有质量的
新 型 乡 村 教 育 ，以
生活力为基础、自动力
③
为引导、创造力为关键，撬
动课堂育人杠杆，将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落实到活动中，努力
使学生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
念上向现代性靠拢，
全面提升学生参与
现代化建设能力，
从而成为具有现代化
生活方式和理念的现代人。
——与时俱进的生活力
学校建立家校联动机制，
督促家长
履行监护主体责任，
要求家长做好言传
身教和榜样示范，
营造良好家庭学习环
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发挥家庭、学校、社会“三
位一体”
的教育功能，
探索多维度、创新
型的家校合作模式和育人模式，形成
“走进学校、关心学校、理解学校、支持
学校、服务学校”
的教育格局。
创新学生培养机制，
重视城乡教育
融合发展，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
劳动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为农村
经济和现代化发展添彩。寻求教育变
革和乡村振兴，促进农业现代化，服务
城市现代化。
——躬行克艰的自动力
学校推进实施学生在时间管理、学
习管理、健康管理、生活管理、交往管
理、目标管理、服务管理和创新管理等
8 个方面实现自我管理，在学校、教师、
家长共同努力之下，
不断提升学生自我
管理能力。通过学生自主管理，
培养学
生主动服务现代化建设的责任意识、担

当意识，
实现“促进现代发展之进步”
的
目标。
学校向社会广泛招募非遗传承人、
科技志愿者等，利用“巧手心坊”
“晨光
工艺”
“朝阳创客”传承民间艺术、开展
劳动教育、实行自主管理，通过课程教
学培养学生主动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参
与意识。
——继承革新的创造力
学校以“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
潜力”
为主题，
坚持课堂内外相结合，
坚
持学校和社会教育相结合，
坚持科普与
学科相结合，着力培养学生留心观察、
善于思考、敢于想象、勇于创造的习惯。
通过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
学知识融合在一起，通过同伴之间、师
生之间、科研院所共同用心参与、体验、
改进，实现现实生活中的巧方法、小发
现、奇思妙想，充分激发学生的实践创
新能力，
有效提升其参与现代化建设的
科学素养和能力。曾获重庆市科技创
新大赛发明一等奖的“雨伞书包”
和“农
药喷洒飞行器”，就是源于学生的一个
个“想象”。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
保持长期发展
兴隆镇中心小学校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把握学生的个性特点，
根据学生的成长过程和整体表现，
建立
了“三元六维”
的综合评价体系。
“三”是从学校、家庭、社会 3 个层
面对学生课程学习开展评价。学校为
每名学生建立“六趣”
活动档案，
每次活
动都有记录，
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准确
的评价参数。通过召开社区坝坝会、志
愿队下乡服务、家庭日常生活技能大比
拼等方式，由社区人员、家长对学生的
学习成效进行评价。班主任根据学生
校内、校外活动情况，按 A、B、C、D 4 个
档次综合评定，
并将评定结果作为考核
学生、评定优秀学生的重要依据。
“六”指评价的 6 个维度，即品德习
惯、学习实践、合作交往、强身健体、审
美表现、家国情怀 6 个方面。如学生在
爱党爱国、诚实守信、责任义务和遵纪
守法等方面的表现，课程基础知识、学
习成绩、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身体机

能、体育运动特长方面，音乐、美术、戏
曲、舞蹈、戏剧、影视、书法等方面的兴
趣特长，
以及参加艺术活动的成果和对
艺术的审美感受、鉴赏和表现能力等。
通过全面、客观、公正、写实的记录评
价，注重引导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国
共产党，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反映学生
全面发展情况和个性特长能力。
实施“六趣”
课程改革以来，
学生品
德修养明显提高，
核心素养能力和艺术
修养显著增强。学校向兴隆镇每个家
庭发放《校外教育“小手牵大手”
活动倡
议书》，倡导每个家庭成员都积极投入
到校外教育学习活动中。带动家长的
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成为新农村建设的
中坚力量。孩子们时常在父母面前大
显身手，做一两道美味餐食，一家人享
受天伦之乐；清晨，乡村里常常会响起
一段轻音乐，孩子和家长一道，大声阅
读、朗诵《早字歌》
《三字经》
《祖国，您
好》；
茶余饭后，
孩子们也会经常和自己
的家人较量航模竞技、比拼打字等，使
兴趣得到培养、特长得以发挥，更加懂
得自立、坚强、谦让、感恩，兴隆镇新时
代新农村文化氛围愈发浓厚。
受益于南川区大力建设国家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示范区，
学校“六趣”
课程改革也取得良好效果。先后有颜
屈友等 5 位教师获重庆市科技创新大
赛一、二等奖。唐余湘等 5 名学生在征
文中获得国家特等奖，
演讲比赛获市级
一等奖，文欢欢等 180 余名学生被评为
重庆市新时代好少年、重庆市美德少
年、感动南川十大人物。学校的校园足
球大课间操获得市级一等奖，
乡村少年
宫先后 3 年被评为市级“特等奖”，学校
还取得全国青少年足球特色学校、全国
主题教育示范校、重庆市文明单位、重
庆市科技教育特色学校、重庆市平安校
园等荣誉称号。
乡村振兴、农村现代化，离不开乡
村教育发展。兴隆镇中心小学校借助
乡村空间自然和社会资源，
丰富学生精
神世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
全力为乡村发展培育更多的合格人
才。
（重庆市南川区兴隆镇中心小学校
校长 谢陆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