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望天门山》
唐·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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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俊老师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是文
昌中学语文名师。1979年秋，我插班到文昌
中学文科高考复习班就读，曾有幸受教于李老
师。

当年的复习班共有 120 多名学生，有本
校应届生、往届生，还有几十名像我这样已经
从全县各公社中学毕业的社会青年。班级人
数多，学生素质阅历差异大，老师的日常教学
及对课堂的掌控不易。李老师知识渊博、儒
雅俊朗，普通话略带一点汕头口音。他平时
授课的语速不紧不慢，分析课文条理清晰，讲
解古文时更显功力。

讲解贾谊的《过秦论》时，李老师声情并
茂，逐字逐句进行深入浅出的剖析，如同老
农抽茧剥丝，给同学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
象。在他的精心辅导下，我们学习语文的兴
趣大增，成绩也得到提升。高考复习中，能
有李老师这样的名师授课真是幸运啊。但
是，让我最难忘的是李老师与我的那次“谈
心”。

那是高三首次模拟考试后的一天晚修。
我正埋头看书，班长走到我身旁小声地说：

“李老师让你现在去宿舍找他。”我心里嘀咕
着：“复习近一年了，我从没去过李老师的宿
舍。他急着找我有啥事？”

我有点兴奋又有点忐忑不安地走向李老
师的宿舍。宿舍门敞开着，李老师正坐在藤椅
上。约10平方米的斗室里，除了一张床外，书
架和书桌上满满地堆放着一摞摞书籍、学生作
业本、试卷……

“李老师，我来了。”我站在门口怯生生
地说。“毓桐同学赶快进来。”李老师热情招
呼并示意我坐在他面前的木凳上。李老师
问：“你老家在哪？”我答：“会文公社。”“参
加过几次高考？”“今年是第四次。”几句家
常话后，李老师切入正题：“这次模拟考试，
你语文成绩不错，名列前茅。”他和蔼地注
视我，笑着对我说。“但这只是模拟考试，高
考题恐怕更难，你要加把劲，力争今年考
上，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也为学校争光。”
李老师一番话语重心长，让我频频点头。
得到李老师的鼓励后，我信心满满地回到
教室继续学习。

此后，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里，我心情舒
畅，卯足了劲埋头复习。在当年7月的高考
中，我取得了好成绩，考上了梦寐以求的高
校，从多次“落榜”的老复习生成为“天之骄
子”。

毕业后，我也当上了一名教师，在日常教
学与班级管理工作中，我也常常向李老师请
教，运用“谈心法”与学生交流。当学生在学习
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时，我会主动找他们“谈
心”。遇上学生身体不适，我就到宿舍进行探
访。我虽然不能为他们排解很多忧难，但是几
句热情的问候和关怀，也让他们深受感动。毕
业多年后，他们仍然对此记忆犹新、念念不
忘。就像当年李老师与我的那次“谈心”，近
40个春秋过去了，其情其景我至今仍然难以
忘怀。

由此看来，师生之间诚挚的“谈心”在学校
教育中必不可少。老师的工作不应只局限于常
规的知识传授，情感的启迪、感染、引导也应融
入日常的教学和管理中，这对学生特别是中小
学生心智人格的成长尤为重要。

今年，为了让孩子们爱上大自
然，感受农耕文化，学校决定在校园
里开辟一块人工水稻田。

消息一传开，学校里就像炸开
了锅似的，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
议论着。“水稻是什么样的？我都没
见过呢。”李婷同学说。“水稻怎样
种？像种菜一样吗？”符二娜同学充
满疑问。“我奶奶说，我们吃的大米
就是水稻。”符泽安同学说。

……
经过选址、测量、设计等工序

后，校园里的水稻田建设正式拉开
序幕。老师们买来水泥，同学们搬
来砖块，师生们一起动手，在校园里
建成了一块心形的水稻田。在老师
和家长的指导下，同学们分工合作，
齐心合力进行填土、育苗……不久，
稻谷种子发芽了。三周后，绿油油
的嫩苗就长出来了。

为了充分挖掘和利用田园课程
资源，学校将水稻种植活动与语文、
数学、科学、美术等学科课程进行融
合教学。

在田园德育课《节约与感恩同
行》上，林柏老师利用稻田插秧的时
机，改变了过去传统德育教育的宣讲
模式。在他的带领下，孩子们来到水
稻田边，脱下鞋子，卷起裤腿，不太娴
熟地挥动锄头，翻踩着稻田里的淤
泥。在烈日下，同学们满头大汗，一
边劳作，一边大声唱着“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这首《悯农》经典古诗歌曲。在水
稻田里，他们的汗水滴落在稻田里，
嘴里不时发出一阵阵感慨。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好热啊，我快被晒干了。”
“好渴哦，我的喉咙快冒烟了！”
“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农民伯

伯种田有多辛苦啊！”
……
半个多小时后，同学们又在科

学老师吴新霞的指导下学习插秧
苗。在10多平方米的水稻田插完秧
苗后，林柏带领学校的红领巾小记
者对参加劳作的同学进行了采访。

“吴建成同学，此刻你最大的感
受是什么？”小记者符浩功问。

“我现在最大感受就是又苦又
累，现在才深深体会到粮食的来之
不易，以后一定要好好珍惜粮食！”
吴建成深有感触地说。

“符浩书同学，你呢？”符浩功问。
“现在我只想说，农民伯伯你们

辛苦了！”
“符二娜，你怎么流泪了？”符浩

功不解地问。
“我爸爸妈妈现在还在田里干

活呢，他们太辛苦了。我一定要认
真学习，将来好好报答他们。”符二
娜一边拭泪一边说。

……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水稻种植

活动，相信大家对节约与感恩有了
更深的理解。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我们要从小事做起，
从点点滴滴做起，从节约一滴水、珍
惜一粒米做起。感恩是一种心态，
感恩是一种胸怀。拥有感恩之心的
人，是一个懂得珍惜的人。请同学

们把今天的活动感受写成一封信，
送给你们最想感谢的人。”活动结束
时，林柏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

感触良多的孩子们，又纷纷议
论起来，“我要写给爸爸妈妈，他们
辛苦了。”“我要写给老师，他教给我
们做人的道理。”“我要写给农民伯
伯，他们辛苦了。”

学校在校园建设水稻田后，备受
孩子们的关注。他们细心呵护着禾
苗，在水稻田边认真观察水稻成长的
过程。孩子们用文字记录禾苗的生长
过程，用绘画描绘禾苗成长阶段的样
子，用科学眼光探究禾苗生长的奥秘。

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后，孩子们对
水稻种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育
稻、种稻中，孩子们体验到种稻的辛
苦；在议稻、诵稻、写稻中，孩子们领略
赏稻的乐趣；收谷、打谷、晒谷，孩子们
享受到收稻的喜悦。当孩子们在餐桌
上品尝米饭时，就能深刻体会到“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含义。

（作者系儋州市白马井镇藤根
小学教师）

寻找生活之美
■ 王咸越

很多悲观者说，这个世界是肮脏
的！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这个世界其实很美！法国著名雕
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从来不缺少
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美，
就在我们的身旁！

当同学俯下身去捡地上的纸屑
时，我觉得他弯下腰的动作很美。

当解放军叔叔乘坐地铁，起身为老人
让座时，我觉得他为人着想的样子很美。

在飞机上，我曾经看到，一位妈妈
带着她年仅一岁的小宝宝。担心孩子
的哭声会影响我们，这位妈妈特意拿出
小礼物和温馨提示的小卡片送给周围
的乘客。我觉得，这正是心灵美的体
现。她是一位富有教养的好妈妈。

穷养富养，不如教养；教养，是走
向社会的通行证。明代袁了凡在《了
凡四训》中说：“人为善，福虽为止，祸
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
离。”骨子里深藏教养、与人为善的人，
也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生活之美，就像一位害羞的小姑
娘，不会自己走出来。只要我们顾及
他人，用发现美的眼睛去寻找，时时处
处都可能看到美的存在。

生活之美，从来不存在于外在的妆
容，而存在人的心灵里，刻在骨子里。

世界上虽然还有肮脏的事情，但
好与坏是相伴相生的。我们应该把焦
点聚集在好事上，而不应该只去注意
污点。同样，在人与人的交往时，我们
要注意发现别人的优点，而不是缺
点。因为，关注美会洗涤你心灵的污
垢，澡雪你的精神。

请记住，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作者系海口市第九小学六（6）班
学生）

李白喜欢写自然山水，擅长写
自然山水。在李白的笔下，每一处
山水仿佛都充满了灵气，那么壮阔
磅礴。《望天门山》就是这样的一首
诗歌。

公元725年，李白从四川出发，
乘船沿江东下，当船行到今安徽境
内的天门山时，李白为眼前所见到
的壮丽景色所倾倒、所折服，于是写
下了这首描绘天门山山水的名作。

这首诗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
壮阔磅礴。

诗歌的第一句就气度不凡。“天
门中断楚江开”，第一句就扣题来写，
写天门山所在的地理位置。天门山
是怎样得名的呢？天门山，在今天的
安徽境内，由长江边上的两座山组
成，当涂县东梁山和江对面的和县西
梁山两座山对江而立，好像是上天所
设的两扇门，因此叫天门山。

楚江，是长江流经古楚地的一
段，位于今天的湖北、安徽一带，在
先秦时期都是楚国的属地，长江流

经这里，所以称楚江。
长江从三峡奔腾而下，气势如

虹，它那巨大的冲击力仿佛一下子
把天门山冲断，把它从中间劈开，变
成了两座山。在两山夹峙下，山水
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山因水而变得
更加奇峻，水因山而变得激流澎湃。

于是就有了下一句：“碧水东流
至此回”。长江流过天门山，因为山的
阻隔，折向北流，碧绿的江水流到这
里，因为天门山而回旋转折。这句诗，
乍一看是写江水，实际上是明写江水，
暗衬天门山，依然是在写天门山。正
是因为山的峻拔和山的阻挡，才有了
水的激荡、水的汹涌和水的转折。

“两岸青山相对出”这句诗看似
平平，甚至与诗歌的第一句“天门中
断楚江开”有重复之嫌。实际上并
不是这样的，如果说诗歌的第一句
更多着眼于山的形势，描写的是山
的静态之美，是一种全景式的展示，
那么这句则是突出一个“望”字，写
作者的所见。

李白乘船东下，由远而近，天门
山的形象由最初模糊的大致轮廓，
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便有了“青

山”这样一个词。如果不是在作者
的视线范围之内，也就无所谓“青”
或“不青”之说了。

随着诗人乘坐的小船越来越
近，不但山色逐渐清晰起来，而且看
上去就像山在朝着诗人的方向移动
一样，这是视觉上的一种错觉。我
们平时坐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
的经验，当车达到一定的速度时，两
旁的树木或建筑物迎着向我们飞奔
而来，然后向后倒去。所以这里用
了一个“出”字。这里的“出”和下句
的“来”是相对而言的，有一种由内
而外迎出来的感觉，这就把天门山
写活了，仿佛两岸的青山也通了灵
性，向着诗人的方向迎了出来。

于是就有了诗歌的最后一句“孤
帆一片日边来”。“孤帆一片”是“一片
孤帆”倒装，就是一只孤单的小船，帆
代表船，古代人常用局部代替整体。

“日边”，就是太阳边上。太阳每天从
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李白乘船从
西边的四川来，所以说是“日边来”。
如果说诗歌的头两句主要是对照来
写，写山和水的对照，那么这一句和
上一句也是对照来写，是写山和船的

对照，山的迎出和船的奔来，山的高
峻和船的渺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依然是写山的壮阔之美。

这首诗同李白的许多奇特山水
诗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自然。元好问
有两句话“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
尽见真淳”，那是评价陶渊明的诗歌
的，挪过来评价李白这首诗，一点也
不为过。

这首诗歌没有深奥的道理，没
有生僻的字词，李白却将眼前所见
的壮美景色化成了一首诗，让它永
远地留存在世人的心中，它是如此
自然，又是如此逼真，就好像一幅绝
美的山水图，把天门山的美印在了
我们的脑海中。

有一种失败的教育，叫五谷不分 有一种有趣的教学，叫走进自然

小稻田里育“新苗”
■ 李伟

回首往师

精彩课堂

习作

一语天然万古新
——李白《望天门山》诗赏析

■ 李静

李老师和他的“谈心法”
■ 吴毓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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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水稻田旁
绘画写生。

本文配图 李伟 摄

师生们给水稻施肥。

有一种失败的教育，
叫五谷不分。眼下，不光
是城里的孩子，许多农村
的孩子也过着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很多孩
子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日常生活中，很多老
师和家长只盯着孩子的
学习成绩，却忘记了让孩
子在大自然中接受自然
教育。田野间的四季景
色，对很多乡村孩子来
说，都只是浮光掠影匆匆
而过。有几个孩子，真正
亲近过大自然？有几个
孩子，曾淋漓畅快地奔跑
在田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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