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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中学悦读馆课外诵读已经
坚持了三年。学生家长黎会珍从学
校倡导诵读开始，就坚持让孩子每
天诵读一篇古诗词，从最初的“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到今天的“俱
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三年
来，孩子读了很多唐诗宋词，孩子语
言能力提升很快。

海口中学教师欧常娥坦言，学
生小学期间多诵读古诗文是学习语
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将为中学
学习文言文打下基础。所以，这两
年学校也开始营造经典诗文诵读的
氛围。

那么，诵读究竟会带给孩子们
哪些好处呢？海口市社科联主席詹
长智说，经过长期的研究，诵读对小
学阶段的孩子帮助确实很大，影响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格的优化。经常诵读经
典的孩子，会养成孝顺父母、懂礼
貌、知礼仪、有教养的良好习惯。孩
子的生活品位和人生内涵会从更高
的起点上起步。

其次，孩子专注力会有所提
高。经常进行诵读经典的训练，会
逐渐形成较高的专注力、内心宁静
安详的良好读书习惯，从而使学习
的效率和质量明显提高。

此外，经常背诵经典，孩子的记
忆力将明显提高，一旦获得了这种
记忆能力，记忆任何知识都会很轻
松，并一生保持这种超越常人的记
忆力。

海口中学老师毕萧萧介绍说，
其实诵读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
果，比如说亲子关系的促进，许多
经典是家长们也没有接触过的，父
母（包括爷爷奶奶）和孩子一起诵
读，除了能有效地促进家长和孩子
的感情外，还能获得健脑、健身、缓
解压力、解除疲劳、提高文学层次
的良好效益。有些孩子性格内向，
往往发出的声音也很小，如果孩子
能坚持大声朗读课文及其它文章、
书籍，久而久之就爱讲话，性格也
随之而变。

据了解，目前海口许多中小学
校都开展了诵读活动。海口市第四
小学、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第二十
六小学、海口市第十中学、海南华侨
中学等，都通过开展诵读活动来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 本报记者 于伟慧

诵读多有益处，但如何让中国经
典诗文和诵读有效结合，记者就此采
访了海口市社科联主席詹长智。

詹长智说：“目前海南许多学
校开展的诵读活动，是非常好的一
项教学活动，要让中小学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必须与诵
读结合在一起，分学段有序推进。
分学段有序推进是针对不同层次
青少年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重点地

选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追求学
用一致的育人效果。”

“小学以培植情感为主，可以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启蒙教育。一
方面，让孩子从小养成诵读国学经
典的习惯；另一方面，学习经典诗
文，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詹长智说。

那么，初高中学生的中国经典
诗文和诵读又该如何推进呢？詹长
智认为，应以增强学生对经典诗文
的理解力为重点，通过诵读，加深印

象与理解，加快与兴趣的融合，珍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从
各种文化体验的感悟中提升民族自
豪感和民族归属感。

詹长智表示，一旦融入到中小
学各学科教学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就有了抓手，就能慢慢扎下
根来。如《道德经》句式整齐，大致
押韵，为诗歌体之经文。读之朗朗
上口，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文字的
音韵之美。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
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

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
典。为中小学诵读的推荐读本。

除此之外，经典诗文蕴含了难
以言表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
精深含义，也反映出了社会的思想
状况。譬如，《尚书》《论语》《孟子》
等儒家文化的代表作，蕴含敬业爱
人、敦厚朴实、心地坦荡等人文精
神，具有普遍心性修养意义。以孔
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包含着忧国忧
民的忧患意识，如范仲淹的《岳阳楼
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论语》中“修己以安民，修
己以安百姓，持干戈以卫社稷”等。
古代士人、诗人都把自己和民族、国
家、天下联系起来，因此经典诗文最
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

“除了课堂主渠道之外，海南青
少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
需要丰富多彩的活动作为载体，通
过实践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滋养青少年成长的充足养分和精神
食粮。”詹长智说。

专家认为，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与诵读“二合一”

让经典诵读真正滋养读书郎

国学经典是文化的
精粹，是人类文明的积淀，诵

读国学经典，可以说是一份宝贵
的精神财富，学生们在诵读中养
德行，长见识，同时增强了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近年来，海南校
园内的诵读经典活动日渐火
热，且有燎原之势。

朗朗诵读声 经典润心田
聚焦

评弹

徐永清是海南华侨中学的
老师，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学
生诵读能力的培养。在他眼里，
诵读不仅仅是小学生必备技能，
更是中学生的良师益友，大学生
受益终生的课程。

朗诵有助于加强青少年对
事物的理解能力，朗诵实际上就
是用有声语言对文学作品进行
生动的图解，通过响亮生动的有
声语言，会对作品产生具体鲜
明、栩栩如生、久久难忘的印象，

从而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徐永清介绍，凡是他觉得好

的课文或文学作品，都会给学生
布置课外诵读任务，这对提升学
生的能力很有帮助。

海南省青年诗人远岸也是
诵读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他介
绍，朗诵有助于树立青少年的自
信心，朗诵是一种有声语言的综
合艺术表演形式。青少年通过
学习朗诵表演，不仅可以提高语
言表达以及与人沟通交流的能

力，还可以锻炼自己的勇气和胆
量，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增
强为人处事的自信心。

此外，朗诵有助于培养青少
年的综合艺术素质，同时也是一
门集文字学、语言学、音韵学、发
声学、形体学等于一体的综合表
演艺术，与文学、音乐、表演等有
着内在相通之处，青少年通过朗
诵的学习，可以使自己得到多方
面的熏陶和培养，进而提高自己
的综合艺术素质。

朗诵的语言是规范、标准、富于表现
力的艺术语言，朗诵学习会使少年儿童的
吐字发音更加准确有力，声音更加响亮优
美，语调更富情感和亲和力，语言表达能
力得到显著提高。

许多家长都很关心，如何提高诵读能
力呢？

谈及青少年该如何练好诵读，海南大学
教授李彩霞说，提高诵读能力，首先要说好普
通话，最奏效的方法就是每天练习绕口令，这
样可以活跃口腔肌肉，规范字体读音，在朗诵
前起到热身作用。家长也可以为孩子制定
一份简易的诵读时间表，如早上十分钟、课前
五分钟、晚上一刻钟，确保诵读时间。

李彩霞认为，用传统文化充实孩子们
记忆的黄金期至关重要。古典诗文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精髓，蕴涵着丰厚的人文内
涵。诵读是综合性的高雅艺术，不可能立
竿见影，需要持之以恒。让学生诵读经典，
经过经典的熏陶，虽然他可能短时间内不
是很理解，但经典会潜移默化地到达孩子
的内心，使其逐渐地理解作品，慢慢在朗诵
中生发出内在的影响。

李彩霞介绍，海南大学开设了专门的
诵读课外班，经常邀请一些诵读老师来演
讲、培训，以此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学校还会定期举办诵读比赛，在诵读
表演时，朗诵者的气质、风度、感染力等都
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古语说得好，“腹有诗书气自华”。李
彩霞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朗诵表演
者，朗诵者一定要注重自身的修养，特别
是加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朗诵的过程也
是自我修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朗诵
者的文学修养、心灵感知日益深厚，有声
语言表达技巧日臻成熟，精神状态和生活
状态也会更加积极乐观。另外，朗诵者对
朗诵表演技巧的学习与把握也很重要，当
有声语言表达技巧与表情、眼神、手势、身
姿等态式语言协调统一时，这样的朗诵表
达才会更充分、更直接、更形象、更具体，
也才能同受众一起完成一次感人至深的
朗诵表演。

中小学诵读蔚然成风

诵读之间提升学生综合艺术素质

用传统文化充实
孩子的黄金记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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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把诵读的语音发到群里，
这一做法已经坚持了三年。

阅览群书，诵读经典，目
前在海南许多中小学以及高
校成为一项课外文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鱼戏莲叶间。”一声声稚
嫩的童音，让一首首经典诗
文焕发出新的魅力。在海口
中学小学三年级悦读馆的微

信群里，孩子们每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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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伟慧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大尺度”雕塑惹争议，
实质是艺术批评缺位
■ 玉渊杂谭

近日，四川巴中一小区内裸女雕塑引来
热议，有居民直呼尺度过大，有人却认为这
是艺术，无可厚非。实际上，近年来大尺度
雕塑层出不穷，引发的争论也时有耳闻。比
如，2014 年，沈阳一家商场公开展出“武松杀
嫂”雕塑，潘金莲衣不蔽体，武松一边挥刀，
一边面贴潘金莲；2015 年，天津的海河岸边，
陈列了一组人体雕塑；2016 年，在北京的王
府井、常营等地出现半裸男孩等雕塑，都曾
引发舆论关注。

对此，我们首先应看到，这是艺术与生活
交织互渗的结果。正如日本设计大师原研哉
所言，一个国家的经济步入成熟期时，人们会
认识到“人类的幸福并不是只能在持续增长的
经济中找到”。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文化艺
术的发展，民众审美诉求与审美意识提高，人
们盼望艺术品给生活增添美感、提升品位，相
应地，原本多在博物馆、艺术馆等“艺术空间”
陈列的艺术品正在进入日常的“生活空间”。
前几年就有报道，国内一线城市中拥有艺术主
题业态的购物中心已占总数约5%。而在公园、
小区等人们生活休闲场所的艺术品陈列就更
常见了。

然而，艺术虽然来源于生活，但一旦成为艺
术，就与生活产生了距离，当它重新被置入生活
空间，也就面临再次磨合的问题。实际上，正如
一些评论者指出的，这些引发争议的“大尺度”
雕塑如果在艺术空间展出，可能不但不会引发
批评，还会引起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认真思索，但
到了生活空间就不一样了。因此，这些争议可
能确实与艺术品本身的艺术水准和思想倾向有
关，但和它的空间“错置”更有关。

换言之，“大尺度”雕塑乱入生活空间，打乱
或破坏了这个空间原有的秩序以及人们的心理
期待，这才是争论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对于
此类问题，最恰当而有效的渠道是加强艺术批
评，具体而言，又分两个层面。

其一，拓宽艺术批评的维度，加强对艺术品
与它所置入的空间融洽度的评估。这种评估不
但应考虑艺术的标准，而且要考虑时代的、历史
的标准，同时还应保持足够的“区域尊重”“群体
尊重”，在少年儿童活动的场所和成年人的场
所，在白领、海归、高知等年轻人聚集的地区或
老年公寓，在沿海城市和内陆乡村，艺术品进入
的程度、类型和方式都应有所区别。也就是说，
评估公共空间艺术品的价值，除了问艺术不艺
术，还要问合适不合适。

其二，加强和改进艺术普及。感受美，本
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但经由艺术品得到美的
享受，却需要后天的学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也越来越强，其中
就包含着对什么是艺术、什么是美、应该如何
评判和欣赏艺术等一系列问题的索解。因此，
有关部门组织文化惠民、艺术展演等活动时，
不妨附带举行艺术讲座、演后谈，以及艺术家
与民众的互动交流等活动。通过这样的方式
构建多元发声的审美空间，使生活空间的美学
之维更加清晰，让艺术之光更有效地照亮我们
的生活。 （《科技日报》）

海口冯塘村“国学堂”内孩子们在
诵读国学经典。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市港湾小学600名学生一起晨读国学经典。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孔子学堂学生晨读经典现场。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点击

国家图书馆展出
“镇馆之宝”《永乐大典》

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记者周玮）由国
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主办的“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
展”28日开展。

据悉，《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
藏之一，也是镇馆之宝。国图共收藏有《永乐大
典》224册（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占存世《永乐大典》的一半以上。

此次展览展出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12
册，以及其他珍贵善本古籍、金石拓片、名家手
稿和舆图，各个时期《永乐大典》入藏国图的档
案，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及海外
收藏《永乐大典》影印本等。展览分为“大典犹
看永乐传”“合古今而集大成”“久阅沧桑惜弗
全”“搜罗颇见费心坚”“遂使已湮得再显”五个
单元。

据介绍，主办方还策划了“《永乐大典》系列
讲座”、现场誊写临摹等活动，并设计开发出《永
乐大典》系列冰箱贴、充电宝、文房套装等近30
种文创产品。

本次展览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
至2018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