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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40年逐梦前行，
40年砥砺奋进， 中国开启了新的伟大历史征程，
实现了从“赶上时代” 到“引领时代” 的伟大跨
越。 每一个中国人， 都是这场伟大变革的参与
者、 亲历者、 见证者， 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都与国
家的变革历程紧紧相系、 息息相关。

八千里路云和月， 四十年来家与国。 缅怀燃
烧理想与激情的既往， 是为了奔向充满梦想与美
好的未来。 为纪念40年来的辉煌历程， 从5月起

至12月止，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和新湖南
客户端特举办“四十年来家国———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征文活动。 征文要求围绕40年来家与
国紧密相连的生活变化、 时代变迁和人生轨迹，
以小见大， 见微知著， 讲述改革开放中发生的精
彩故事， 描画改革开放参与者、 奋斗者、 见证者
的心路历程与难忘记忆， 为40年波澜壮阔的宏
伟长卷留下细腻可感、 动人心弦的个体“微历
史”。

文章须为原创作品， 有真情实感， 主题鲜

明， 条理明晰， 语言生动。 体裁为散文随笔与纪
实文学， 散文随笔2000字以内， 纪实文学作品
不 超 过 6000 字 。 来 稿 请 寄 xi-
angjiangzhoukan@163.com， 请在“邮件主题”
处注明“四十年来家国征文”。 作者须留真实姓
名、 电话、 单位、 详细通信地址、 邮箱等信息。
不同体裁每位作者限投一篇。 湖南日报和新湖南
客户端湘江频道将从征文来稿中择优刊登。 征文
结束后将结集出版优秀作品。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客户端

余孟孟 杨志平 谢琰

学习古典诗词：
一个人成长为文化人的必需

问：从去年以来，《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
节目点燃了很多人学习古典诗词的热情。 您怎么看这
种现象？ 古典诗词的魅力究竟何在？

史鹏：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说明整个社会的文
化自觉程度更高了， 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在文化和教育
方面表现出比较严重的功利主义。 但应该尽快从这种
热度中冷静下来，让学习传统文化、学习古典诗词成为
一种教育的规范和文化的常态。

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些文化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学
习古典诗词是很自然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喜爱，也因为
是形成文化素养的必需，所以长久坚持，形成习惯。 在
这方面，很少有“热”或“冷”的说法，它就是一个人成长
为文化人的必需。

我国古人作诗填词， 是带着他们的身世经历和生
活体验的，是融入自己的理想和情怀而写的，这些诗词
不仅是文化精神的浓缩，更是生命体验的凝聚。那些文
字、节奏、韵律、美感，即使过了千百年，依然能够让人
体会到作者滚烫的心和跳动的思想。 这就是中国古典
诗词的生命，也是古典诗词的魅力。古典诗词是培养人
的文化气质和人文素养的最好载体。一个有感觉、有感
情、有追求的人，一定能够读出诗词中所蕴含的那种真
诚的、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化精神。

“诗乐相将 ”： “仁德 ”之礼的教育
不是强制的，而是感化性的

问：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教传统绵延几千年，
影响深远。 这种诗教是如何开展的？

史鹏：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家把
“诗”作为教育的基本教材，把“乐”作为教育的基本手
段。 兴诗成乐，是儒家诗学的感化方式。“仁”的修持有
赖于“礼”，而“礼”的建立要“兴于诗”“成于乐”。以吟诵
诗篇来抒发感情，激发“仁德”之情；以聆听音乐来愉悦
身心，达到和谐之旨。 这说明，“仁德”之礼的教育不是
强制的，而是感化性的，是要通过诗和乐的内容及其抑
扬顿挫、 起伏回环的韵律及和谐的音乐旋律来陶冶人
的性情，培养高尚的理想情操。

古人热衷于以古典诗词为启蒙教材，通过对“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竹
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僵卧孤村不自哀，尚
思为国戍轮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诗句的诵
读，培养少年儿童的故土之思、勤俭之行、处事之理、爱
国之情、向上之志。这就是以“诗乐相将”的方式进行教
育训导，让少年儿童在音乐的涵泳中感受意境，陶冶情
操，领悟事理。 简而言之，曰“诗教”。

诗词创作，是关乎人的心灵和社会命运的学问。诗
词鉴赏，是感受人的心灵和社会命运的活动。诗词对人
的情感既有宣泄作用，又有滋养功能，它能够满足人的
审美、求知、亲和、赞许、成就等方面的精神需求，引发
人的各种情感。受儒家“诗乐相将”的影响，中国古典诗
词，因为有音乐的翅膀而高飞远引，音乐节律的抑扬顿
挫，跌宕生姿，最能表现人们的情感。

吟诵：父子、师生口传心授的一种
读书方法

问：您一辈子热爱诗词、学习诗词、研究诗词，可以
说您的生命早已和中国古典诗词融为一体了。 您幼年
是如何学习诗词的？

史鹏：我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 还在两岁左右，母
亲便喜欢将我抱在怀里轻声吟诵。 我常常是听着母亲
悠扬的诗词吟诵声入梦的。我祖父曾办私塾，他吟诵诗
文时，声音很低，头部略有晃动，神情专注，极富感情色
彩。 我的父亲是《左传》研究的专家，他在逐段讲解之
前，也会先教我们随声朗诵。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讲授
《吕相绝秦》那篇文章。当吕相数到秦的第三大罪案时，
连续用了9个“我”字。父亲诵读时，神情随之激昂，加以
适当的手势，9个“我”字干净利落地像9颗子弹自枪口
射出，仿佛能见到当年吕相在秦廷的情况。

这就是吟诵一开始给我留下的印象， 它既不是单
项的科学知识，更不是舞台上的艺术表演，而是一种父
子、 师生口传心授的读书方法。 懂得了吟诵这种方法
后，它便成为我一生学习和体会古典诗词的最大路径，
既带给我丰富的思想内容，更带给我无限的人生乐趣。
所以，我建议学习古典诗词，从吟诵开始。

“吟诵 ”：一种含有音乐美的传统
艺术

问：吟诵确实可以将枯燥的诗词学习，变得活泼快
乐起来。 那么，吟诵的历史传统是如何来的？

史鹏： 吟诵是我国几千年来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
方法，它也是一种含有音乐美的传统艺术。

春秋时期，《论语》就有孔子及其弟子“诵诗三百”
的记载。 自隋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吟诵之风更盛，到
唐代出现了“到处书声琅琅”“文士苦吟成风”的情况。
吟咏把唐诗推到了历史的顶峰，此后，吟诵一直是学好
诗文的不二法门。 宋代大儒朱熹主张“读书有三到，谓
心到，眼到，口到”。 所谓“口到”，就是要大声吟哦诵读
出来。清代曾国藩在家书中教导子弟，学习诗文，要“先
之以高声朗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
二者并进”。 这是先贤的经验之谈。

我觉得，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定不
能少了“吟诵”。

学习吟诵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途径

问：吟诵和朗读、朗诵有什么区别呢？
史鹏：我所说的吟诵，准确地说，应叫传统吟诵。它

和今天的朗读、朗诵及有些人的现代吟诵不同，适用范
围也不同。 读书，要“朗读”；新诗，要“朗诵”；古典诗文
则要“吟诵”。“朗读”是一种美读，可以化无声的文字为
有声的语言；“朗诵”是朗读的舞台艺术化，以有表情的
朗读为基础，将朗读艺术化；这与吟诵所强调的声腔气
势、近于唱歌的艺术性有所不同，只适用于白话文与现
代诗。古典诗词歌赋最好的表达形式和方式应是吟诵，
正是《毛诗序》上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吟诵就是借原作品在音乐上
的特性，利用书面语言、口头语言和肢体语言的结合和
互动，加以表达。

通过长期吟诵，背诵诗文是很容易的。整本的书前
人可以照背不误， 就是吟诵之功。 先父能背全部《左
传》，蔡酉山先生能背全部《史记》，这些都是我目睹的。
通过吟诵， 诗文作品中包含的作者细微的情致和遣词
造句的匠心才能被很好地体会。

中国古典诗歌讲求音韵，便于吟诵。吟诵也成为检
验创作的诗文是否合要求的标尺。 很多诗作者吟诵新
作时，遇有吟不下去的地方就必须改，改了再吟，直至
这关通过放行而后已。杜甫的“新诗改罢自长吟”，贾岛
的“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垂”，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
拈断数茎须”等，莫不是吟诗改诗的经验之谈。

由于历史原因， 今天在国内真正懂得吟诵的人已
经很少了。日本、韩国等国却仍然保留着汉诗文吟诵的
传统。奋起直追学习吟诵，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
途径。

养生：诗词是一生值得拥有的良方

问：您今年已经93岁高龄了，但依然身体健朗、思
维灵活，您觉得这和您一生爱好诗词有关系吗？诗词学
习对人的身心和谐、身心健康有什么意义吗？

史鹏：我从四岁“发蒙”起，读书就开始发声。 我的
母亲是个有文化的人， 我最早受到诗词吟诵的熏陶就
来自她那里。之后是受到祖父和父亲的影响，他们对古
诗词的热爱和在古文方面的功底， 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作用。此后我便爱上了古典诗词，不管时代大势如何变
迁，我的处境如何浮沉，我对诗词的钟情却没有丝毫变
化，只有更甚。 可以说，诗词伴随了我90年。 在这漫长
的90年中，我接触到无数的诗词，也背诵了无数的诗
词，现在记性下降了，但依然可以背出上千首古诗词。

人的健康和寿命同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 而诗词
恰好能调节人的情绪，让人的身心处于协调、平和甚至
审美和愉悦的状态。我记得自己年轻时，一旦生活有所
不顺、 内心有所郁结， 就一个人跑到一个没人的山顶
上，大声背诵诗词。一首接一首，全情投入，直至气息通
畅、周身发热。 这种经历每发生一次，就觉得自己的内
心澄明一次，身体轻快一次。

诗词的节奏、韵律、美感，以及饱含的对人生的感
叹、 哲思与期望， 都会在我们的诵读和学习中生发出
来，让我们的生命更厚实，更坚强，更富有韧性。从身心
健康的角度讲，诗词的确是我们一生值得拥有的良方。
一个热爱诗词的孩子，即使学习成绩差，但至少会是一
个健康的孩子。

学诗：次序与路径

问：如果想系统地学诗，您觉得应该有什么次序和
路径？

史鹏：学诗，最先可以学唐代王维的诗。 王维的诗
善于状物，富于画面感，形象生动。然后学李白的诗。李
白的诗开放飘逸、想象力丰富，有助于打开思路。 再学
杜甫的诗。 杜甫的诗应该精读，特别是律诗，至少要背
诵30首，比如七律《登高》《秋兴八首》。 要学好诗，必须
在杜甫的诗上下大功夫，才能有所收获。唐诗学得差不
多了，可以学宋诗。 宋诗和唐诗有一些区别，它非常注
重讲理，有很多哲理诗，也很值得学习。 如果还要再进
一步的话，可以“往上”学，即学习汉魏的诗，如“三曹”
曹操、曹丕、曹植的诗。 这是一个大致的学诗次第。

学诗不仅要学会读诗，还要逐渐学会写诗。掌握了
学诗的先后顺序，学会了吟诵的方法，写诗就不难了。
我的女儿曹琴，也是我的学生，她在诗词的修养和吟诵
方面也很不错，她现在经常带领一些小学生学习吟诵。
在她的教导下，很多小孩子写出了相当不错的诗作。可
见，古代那些能作诗的神童并不都是传说，有很多是真
实的。 儿童的潜力是无限的， 也包括学诗和作诗的潜
力，只要老师们教学得法就可以做到。

隔江一片蓼花红
崔建华

很多年来，假期荧屏被琼瑶的《还珠格格》占据
着，剧虽戏说，但并不乏传统文化的内蕴和影子。 譬
如剧中紫薇曾作过一首《奉旨作离别赋》的诗：“你也
作诗送老铁，我也作诗送老铁。 江南江北蓼花红，都
是别人眼中血。 ”这前两句虽是打油诗风格，但后两
句却境界骤升，可圈可点。 诗中的蓼花，即水蓼、辣
蓼、荭蓼等蓼草的花，古诗词中极常见，也是《诗经·
郑风·山有扶苏》“山有乔松，隰有游龙”中的“游龙”。
大概因蓼草多生长于水边湿地，枝节很长，在水畔蔓
延生长就像龙在游动一样吧，而今的中医，仍将中药
材水蓼、辣蓼、荭蓼等称为“游龙”。

当然，《还珠格格》中的这首诗，与其说是紫薇所
作，还不如说是琼瑶阿姨所著更直接。 但实际上，琼
瑶也并非诗的第一作者。真正的作者，是清代湖南常
宁籍湘军将领秦三元。

秦三元，字春溪，号善夫，清咸丰四年随唐训方
加入湘军。 少时家贫，大字不识一斗，因个高力大而
选为军中扛旗力士。 后在战场中因救护主将胡林翼
有功成为胡的侍卫，被提拔为湖南镇筸（即今湘西凤
凰）守备、岳州参将、湖北抚标中营参将等职。史载秦
三元任岳州参将之时，常遭文官挤兑嘲弄，深感无文
化之苦，遂于公事之余拜师学文、发愤求学，后来竟
也能即席吟赋。据传他曾在一众文官挑衅时，不慌不
忙作诗《咏麻雀》回怼：“小鸟檐前相唱和，凤凰何少
雀何多。太平食尽民间禄，急难何曾见挺戈。”由大字
不识到能吟诗作赋，说明秦三元并非一介武夫，而是
文武兼备的可造之才。 1989年出版的《常宁历代诗
选》录有秦三元诗作三首，《还珠格格》中紫薇诗作的
原型就是其中之一，这首《送别》言辞与意境颇高：

“诸位吟诗来送别，我攀杨柳将枝折。 隔江一片蓼花
红，尽是离人眼里血。 ”

琼瑶祖籍衡阳渣江，与常宁相隔不远，琼瑶幼时
两度在渣江生活， 大约听闻过传奇将领秦三元的故
事，将秦的诗略作修改写入《还珠格格》的可能性并
非不存在。 琼瑶出版《还珠格格》已是1997年，1989
年出版的《常宁历代诗选》不可能抄袭《还珠格格》中
的诗篇。

《诗经》中“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的诗句将蓼与
黍稷等主粮相提并论， 可见蓼在古时人们生产生活
中的重要性。在辣椒未引入中国之前，人们去除食物
腥膻，只能依靠辣蓼、花椒等原生作物，特别是烹煮
鸡、猪、鱼等食物时，多会用辣蓼填充于这些食料的
腹中以袪除腥味，完全是今天香菜、蒜、姜的用法。
《说文》称，“蓼，辛菜”，为古代五辛（葱、蒜、韭、蓼、
芥）之一。 作为调味料的蓼，频频出现于文人墨客的
诗作著述之中，如唐代贾岛的《不欺》：“食鱼味在鲜，
食蓼味在辛。 ”宋代唐庚的《白小》“百尾不满釜，烹煮
等芹蓼”表明辣蓼的辣在当时并未有替代品。因其辛
辣，据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时就卧居蓼草之上，甚至
常点燃蓼草熏蒸眼目，让自己涕泪不止，时刻警醒自
己不忘亡国之痛。

被称为“游龙”的蓼草还是一味很好的中药材，
能消渴去热，明目益气，亦治瘰疬、痞块；花能散血、
消积、止痛。《唐本草》中记载：“主被蛇伤，捣敷之。绞
汁服，治蛇毒入腹心闷。 水煮浸脚捋之，消脚气肿。 ”
蓼草还是古人酿酒必需的酒药中的重要成分， 此酒
药亦称小曲、药曲，是酿造传统绍兴黄酒、衡阳湖之
酒等必不可少的糖化发酵剂。 据说蓼草在酒药中的
作用，除了疏松酒药，还能为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提供
生长素，稳定和提高酒药的质量。

蓼花盛夏绽放， 一直延伸到深秋。 因生长于水
边，所以古人迎来送往的码头旁尤其繁茂。用蓼花热
烈鲜活的红艳来映衬送别，突出了人们的别绪离愁，
故秦三元写送别提及蓼花。 晚唐诗人司空图也以蓼
花映衬送别：“河堤往往人相送，一曲晴川隔蓼花。 ”
蓼花不知见证了人间多少“一赴绝国， 讵相见期”
（《别赋》）……

蓼花是美艳的， 入秋后更为热烈灿烂，“蓼花蘸
水火不灭”，最能烘托多愁善感的秋色。冯延巳在《芳
草渡》中称：“梧桐落，蓼花秋，烟初冷，雨才收，萧条
风物正堪愁。 ”宋代文人画家王诜《行香子·蓼花》更
是满满的诗情画意：“金井先秋，梧叶飘黄。几回惊觉
梦初长。雨微烟淡。疏雨池塘。渐蓼花明，菱花冷，藕
花凉。 ”

盛夏已至，且赏蓼花去！

中华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璀璨明珠， 更是中国人心
目中永不凋谢的精神之花。 《中国
诗词大会 》《见字如面 》《朗读者 》
《经典咏流传 》等节目 ，使很多人
从中嗅到了汉语文字的芳香 ，品

出了中华文化的滋味，开始亲近母
语，爱上诗词。 新推出的中小学语
文教材大幅度增加了古诗文篇目。

为什么要学习古典诗词？古典
诗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什么
位置？中国的诗教传统是如何发展

的？ 学习古典诗词的方法是什么？
古典诗词可以给 现 代 人 的 生 命
成长带来什么 ？ 湘江周刊特刊发
对湖南省吟诵学会会长、93岁高龄
的古典诗词研究者史鹏先生的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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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乐相将”中
焕发生命的芳香

———史鹏访谈录

链
接 史鹏，字翼云，号怒飞。 湖南

长沙人。 1925年生。文史工作者。
湖南省吟诵学会会长， 中华诗词
学会终身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