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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又题《松林山》，南宋
施注苏诗集即已收入遗编中，同
时又被收入郭祥正和孔平仲各自
的文集。郭、孔与东坡同时代，且
多有交谊。综合苏过之订正、元
明方志资料及王文诰、钱钟书、周
裕锴等人的研究，系之苏公最为
可取。

这首绝句字面意思并不复
杂，大概是说，迎面而来，一山突
兀，摩天凌霄，与周边碌碌无奇相
比，显得卓荦不群。然而，作者没
有像盛唐青年诗人一样，生出一
股豪壮之气，想要“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而
是收眼回望，顾影低徊，只见路边
石块团团，崚嶒寂寞，于是深切哀
叹它们被女娲弃置的命运。这是
典型的宋调，让人感受到的是如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
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诗
句中人在旅途中的困顿，或者是
又如“暮年缘一懒，百事俱弃置”
（陆游《读书未终卷而睡有感》）

诗句中人到暮年时的惶惑。只是
与陆游不一样的是，苏轼的被弃
置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苏轼当时即被世人认定为文
曲星下凡。他虽一生不论到哪都
是平民的好朋友，但骨子里确常
自许曾位列仙班。妇孺皆能吟唱
的诗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年”，既婉转地表达了对朝堂的叹
问、朝政的关切，又流露出作者故
乡在天上的心迹，也因此生出了

“我欲乘风归去”的心意。这种自
诩、这份心曲，在东坡传世文献中
并不罕见。儋耳山，离儋州昌化
军（治所在今儋州中和镇）十余
里。东坡谪儋时，从琼州到昌化
军的路上，在肩舆上睡着的诗人
梦中得句“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
钟”，醒来后将其铺衍成一首十四
联的五言排律。其中几句说得最
是明白：“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
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
……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
群仙、青童、蓬莱……诗人梦到自
己回到了仙乡。然而，在这首诗
中，作者还发出了例如《儋耳山》
中那种被弃置的哀叹：“此生当安
归，四顾真途穷。”诗人自认乃“谪

仙人”，“谪仙人”如今又成“谪宦
人”，且海南在当时又是贬谪中最
严酷的去处。暮年东坡曾自设尔
汝，问答如下：“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
像》）所以说，其被弃置是由天上
而人间，由魏阙而江湖，江湖风波
又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他自己早
年就有“团团如磨牛”（《送芝上人
游庐山》）的感慨，更何况“春去
也”，哪堪“晚来风急”！

“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
这看似唐人或少年笔下的白描，其
实乃诗人在成人世界怀才不遇的
映照，与其说是眼前的抱负，不如
说是心中的块垒，那顽固的自许，
为何遇到的总是无奈的世道。

再看“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
馀。”是用事，也是说理。海南苏东
坡研究专家周济夫评论说：“本为
补天，此乃弃置道旁，诗人不平之
气，溢于言表。”（《苏轼谪琼诗选
注》）另一苏学专家洪亮说：“同样，
他也敬重庄子家贫而不仕，织履于
穷巷之中；渊明抱饥而归耕，执耒
于园田之上。这种识见，有助于我
们理解五绝《儋耳山》……才高堪
与补天，而空怀报国之志，终成落

荒之物。”（《苏东坡及其同时代
人》）

周济夫曾总结说：“诗中那位
空怀报国补天之志而怀才不遇终
遭废弃的主人公，其实即是晚年苏
轼的写照。诗人将一个千古同慨
的重大命题，熔铸进短短二十个字
中，思想内涵之丰，感情力度之强，
难得其匹。近人高步瀛视之为东
坡五绝的代表作。”这个千古同慨
的命题，是这首诗最值得玩味的地
方。

冯应榴注苏诗集，曾引何焯的
话说：“末二句自谓，亦兼指器之诸
人也。”器之，即刘安世，乃二苏至
交，苏辙墓志铭即出其手笔。何
焯，康熙朝人，所谓兼指诸人云云，
并无实据，乃想当然耳。虽想当
然，于情于理，又何必不然。我以
为，诸人，自其情而言，自当还有苏
辙、秦观、黄庭坚等；自其义而言，
则当包括当世之所有遭章惇等迫
害的元祐党人；自其理而言，还可
包括古往今来如屈原、韩愈、柳宗
元、韦执谊、李德裕等流臣谪宦，以
及所有如贾谊、陈子昂、李白、杜
甫、李商隐、辛弃疾等怀瑾握瑜的
名士才人。

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
——苏轼《儋耳山》诗赏析

■ 周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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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开启，
许多大学生被家长“嫌弃”

从1月初开始，高校陆续开启
“寒假模式”，大学生们纷纷从学校
返乡。但是，一些大学生表示，放假
在家，他们和父母的相处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愉快。

“每天早上8点左右，妈妈都会
喊我起床吃早餐，但是我还想再睡
一会。”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大三学生
小许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学校，
如果上午没课，我都会多睡一会。
回到家里，晚睡晚起的习惯总被妈
妈唠叨，感觉有点烦。”

“孩子从大学回家一周了，每天
早上都要睡到中午12点才起来，吃
完午饭后又继续接着睡。”谈起孩
子的假期生活，家住定安县富文镇
金鸡岭农场的张女士很无奈，“他整
天都躺在床上，中午吃饭还要我们
多次催促才起床。我多说几句，他
就不高兴了。”

大多数家长对孩子在假期中
沉迷游戏的行为也很反感。海口
市民王明奎（化名）是一名中学教
师，“孩子从大学回家后，不是在电
脑上玩游戏，就是用手机在‘战
斗’，一玩就是大半天，我真担心他
的眼睛受不了。”

王明奎说，除了玩游戏，孩子在
家基本就是“甩手掌柜”，房间乱糟
糟的，不叠被子不扫地，“我好几次
到他房间都‘无从下脚’。春节期
间，会有亲戚上门，看到这乱七八糟
的房间多尴尬呀！”

此外，还有家长表示，孩子从大
学回来后，很少与家人交流。希望
孩子能多花些时间与家人沟通。

徐训瞬家住定安，他的孩子就
读于广东一所高校，一个学期才
回家一次。“回家后，他白天忙着
和同学聚餐，‘应酬’比我还多，晚
上则在家里追剧，和我们一天都
说不上几句话。”徐训瞬对此频
频叹气。

打游戏、睡懒觉、熬夜追剧……

大学生寒假回家被父母“吐槽”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 张可佳

说起朗诵，我算是经验丰富的
老手啦。我参加过许多朗诵比赛，
但是最难忘的要数首次参加的大
型比赛——夏青杯全国朗诵大赛
（海南赛区）总决赛了。

在那次比赛中，我从千人海选
顺利进入100名选手参加的复赛，又
从复赛中脱颖而出晋级半决赛。经
过一环接一环的紧张比拼后，我幸运
地进入了全省总决赛，大家都觉得我
这只“菜鸟”真是走了狗屎运。

总决赛当晚，我十分紧张。进
入决赛的选手都是从全省各地精
挑细选出来的，个个来头不小呢！

在后台候场时，我的手心里全
是汗，脑海里全是朗诵内容，生怕上
台后一紧张就忘了。轮到我前面的
选手上台了，我不由得更加紧张起
来。我紧闭双眼，双手在胸前紧紧
交握着，极力克制住想要逃跑的冲
动。我心里嘀咕着：“你就站在台上
读吧，一直读下去，别下来……”但
是，结束朗诵后，他走下了台。我只
能以乌龟般的速度慢慢挪上舞台。

望着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我
不禁打了个冷颤，有点胆怯地紧握
麦克风。随着熟悉的音乐伴奏声响
起，我告诉自己，既然好不容易走到
这里，不如豁出去，拼一把！于是我
深吸一口气，开始缓缓朗诵起来：

“《春的消息》，作者金波……”。读
着读着，我放松了许多，仿佛置身于
春天的世界里。在音乐的伴奏下，
我的朗诵结束了。霎时间，耳边传
来了热烈的掌声。掌声告诉我，自
己这次表现应该不错。我松了一口
气，开心地走下了舞台。在这次比
赛中，我获得了三等奖！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现在的我
已经是“资深”小主播了，朗诵是我
最闪耀的特长。我爱朗诵，你呢？

［海口滨海第九小学四（3）班
学生］

习作

我爱朗诵

“你怎么还在睡觉啊？”“能不能少
玩点游戏？”“房间太乱了，赶紧动手收
拾一下吧。”近日，海南大学生王川铭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他寒假从学校回家已
有半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被父母念叨。
“我很怀疑自己回的是个假家，一天到
晚被家人‘嫌弃’。”王川铭说。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采访发现，许
多大学生寒假从学校回家后，由于沉迷
游戏、生活作息不规律、与家人沟通少
等原因经常被父母“吐槽”。对此，有关
专家建议，大学生要合理规划假期生
活，学会换位思考，每天抽出时间多陪
伴家人，让假期生活更加丰富充实。

“大学生在家被父母‘吐槽’，是

因为他们的表现与父母的期望有很

大落差。”三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王志强表示，大学生正处于

从生理成年向心理成年、精神成年

过渡的阶段。离开原生家庭时，很

多大学生在心理上还是“孩子”，进

入校园后他们会逐渐适应“社会人”

的角色。但是，假期从学校回到父

母身边后，有些大学生又退回到“孩

子”的角色，这与其已经成年的年纪

形成了反差。

“父母会以成年人的标准来要

求孩子，早上起不来、晚上不睡觉，

不做家务、懒散，不遵守社交礼节

等都会成为父母吐槽的槽点。”王

志强认为，大学生已经成年，要以

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无论是

在校园或步入社会，养成良好的学

习、生活习惯，对今后的发展都至

关重要。大学生要提前规划好假

期生活，不应整天沉迷于打游戏、

睡懒觉中。

三亚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院长

宋焱表示，面对父母的指责，大学生

应多换位思考，理解父母的“吐槽”，

“孩子半年不见，一回家就整天睡懒

觉、打游戏，换做谁是父母都难免会

抱怨。”

宋焱提醒，学业繁重、就业压力

大、人际交往不畅等原因也容易导

致学生心理焦虑、生活散漫，“家长

也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理状态，耐心

与孩子沟通，而不是一味地吐槽和

指责。

有专家建议，大学生寒假在家，

每天要抽点时间陪陪父母，和父母

聊聊天。此外，积极参与家庭活动，

陪父母逛逛超市，做一些家务活，吃

饭时不要总盯着手机。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假期在家

要么帮父母干农活，要么跟小伙伴

们一同到河里抓鱼摸虾。”三亚学院

传媒与文化产业学院辅导员张娜认

为，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90后”

“00后”的娱乐方式很多。由于假

期没有学业压力，不少大学生都沉

迷于电子游戏中。

三亚学院会计专业学生凌播

（化名）最近常常和同学组队玩手机

游戏《绝地求生》，“放假了，没有考

试压力，一打游戏就没日没夜，不知

不觉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父母常

常为此批评我。”

采访中，不少大学生表示，刚

从紧张的期末考试中解放出来，回

到家希望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考

试期间，每天复习功课到深夜。放

假了，我只想好好补觉。”王川铭

说，但是，家人对此并不理解，反倒

认为他一天到晚都在睡觉，“总是

被家长数落，我也很烦，为此也会

和父母闹别扭。”

从刚放假回家时父母欢欣雀

跃、好吃好喝“伺候”着，到随后被父

母“嫌弃””吐槽“，很多大学生都表

示，父母前后表现落差太大，让人难

以接受。

大学生：总被家长念叨有点烦

专家支招：换位思考，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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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孩子们，告别了试卷与分数，快乐的
寒假终于来啦！我们除了走亲访友，看缤纷世界
之外，也要读一些好书来温暖自己，充实自己。

不读诗，无以言，我们一起去读著名儿童
诗人雪野老师主编的《读孩子的诗》吧，去感
受小伙伴们天马行空的神奇想象，感受童诗
语言的活泼与古灵精怪。

读完这本书后，再读一本诗集吧。著名儿
童诗人王宜振主编的《中国经典童诗100首》是
个很好的选择。

读完诗集，我们继续走进风靡全球的绘本
大世界。《烟花》《葡萄》《游泳》是信谊原创图画
书，主角都是一只可爱的小狐狸，它幽默勇敢、
爱分享、爱挑战，是小孩子们喜欢的动画形象。

《我有友情要出租》《红点点，绿点点》讲
述了友情的宝贵。读着读着，你就会想起自
己的好朋友来。

《一园青菜成了精》《六十六头牛》《北冥有鱼》
《驯鹿人的孩子》《鄂温克的驼鹿》《耗子大爷在家
吗》《腊八粥》》《团圆》《龙的故乡》《灶王爷》……以
上这些中国原创绘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让孩
子在阅读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儿童文学作家冰波的系列作品，特别适合小
学三四年级的同学阅读，《月光下的肚肚狼》《蓝
鲸的眼睛》《孤独的小螃蟹》都是他的代表作。

汤汤的精灵童话《美人树》，是近期很流行
的一本书。这本书中，一棵树，总想去远行看
世界。该如何实现这个梦想呢？快到书里去
看看吧。

小学五六年级的同学，可以啃啃更大部头的
书。近期荣获2018“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图
书奖的《驯鹿六季》是你的首选。蒙古族作家黑
鹤，带领读者走进中国北方神秘的原始森林，去
感受那里自由而热烈生长的生命。读完这本书，
还可以继续阅读黑鹤写的系列动物小说。这些
书，教会我们敬畏生命，敬畏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