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剧教学是一件播种希望、
收获快乐的事。”近日，陈朝霞在定
安县琼剧艺术进校园教学成果展
演中对海南日报记者说。2014
年，拥有 36年舞台经验的国家三
级演员、定安县琼剧团退休演员陈
朝霞成为定安县“琼剧进校园”活
动教师。

“琼剧需要身口相传才能延
续。从孩子开始培养，才能让琼剧
这门‘活’的艺术传承下去。”陈朝霞
说，“如果再不行动起来，我担心我
们奉献了大半辈子的琼剧艺术会因
此枯竭。”

初到校园任教，情况比陈朝霞
想象的还要糟糕。“孩子们不仅不爱
听琼剧，很多人连海南话都说不
好。”她说，在定安县城，很多孩子只
能用海南话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
看着黑板上的琼剧唱词念白，他们
都是一脸不解。

要推动“琼剧进校园”活动，陈
朝霞认为首先要让海南话走进校
园，“教一句唱词时，我先唱给孩子
们听，然后逐字教他们准确的发音
和语义。”

教学过程中，陈朝霞一个字一
个字地教，一次又一次纠正孩子们
的发音和咬字，“刚开始时，一节课
只能教两三句唱词。”

功夫不负有心人。孩子们学
习琼剧的兴趣越来越浓，唱做念打
学得有模有样，不少孩子还登上了
定安县春晚和海南省春晚的舞台。

目前，定安县通过“琼剧进校
园”活动，让越来越多学生爱上琼
剧，营造了传承发展琼剧的良好氛
围，为琼剧的传承和创新发展带来
了新的血液和活力。

目前，陈朝霞在定安多所中小
学校教授琼剧。对她来说，孩子们
的成长是最珍贵的回馈。“只要身
体允许，我会一直教下去。”陈朝
霞说。

琼剧传承
从孩子开始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张博 程守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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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钢笔
■ 郭跃辉

三年前的“六一”儿童节，为
了鼓励我好好学习，爸爸送给我
一支钢笔。

那时，我的字是出了名的难
看。一天，我正在写作业，同学们
趁我不注意抢走了我的作业本。

“你们看他的字，‘秋’字写得那么
分散，变成了‘禾火’。那个‘熟’字
完全四分五裂了，哈哈哈……”他
们不时发出阵阵哄笑声。我羞红
了脸，一把夺回了作业本。我强忍
着泪水不让它掉下来，心里暗暗发
誓：“我一定要把字练好！”从此，我
每天都会花半个小时练习写字。

“六一”儿童节那天上午，我
坐在书桌前写作业，爸爸朝我走
过来，变戏法似地掏出了一个盒
子：“节日快乐！”我迫不及待地
拆开包装，里面躺着一支钢笔。
钢笔是灰色的，又细又长，不像
别的钢笔那样“胖乎乎”的。“滴
水能穿石，我相信你总有一天能
把字练好。”爸爸摸着我的头说。

有了这支钢笔，我练字的劲头
更足了。不到一年，我的中指就
起了茧，桌边堆起了一摞摞练习
纸。钢笔笔盖掉了一些漆，但我
仍然爱不释手。功夫不负有心
人，我的字越写越漂亮，书法作业
常常被贴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
我也越来越自信了。

现在，这支钢笔刻满了岁月的
痕迹，它已经有点“老”了。但是，
它却仍然像好朋友一样天天陪着
我。我很感谢我的爸爸，他送给我
的不只是一支钢笔，还有他的爱心
和鼓励。

[作者系海口市龙峰实验小学
六（6）班学生，指导老师：林佳玫]

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芙蕖、菡萏、泽芝、水

华等。在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上，常常会出现荷花

的身影，远一点的如《诗经》里说：“山有扶苏，隰有

荷华。”近一点的就在杨万里的另一首诗《小池》里：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数千年来，荷花一直深受人们喜爱，靠的不

仅仅是它的美貌，更是它的气节和精神。屈原在

《离骚》里想要“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

裳”，曹植称赞它说：“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

灵”，周敦颐称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

妖”。可以说，荷花在中国人的心中是真正的“花

中君子”。

在众多描写荷花的作品中，杨万里的这首诗

称得上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它不仅描绘了农历六

月荷花的色彩娇艳，而且写出了磅礴的气势。除

此之外，在景色之外又将惜别之情悄无声息地隐

藏其中。

从诗题“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我们就能知

道，这是一首送别诗，时间是在清晨。诗人从净慈

寺出发，送别自己的朋友林子方。净慈寺位于浙

江杭州的南屏山慧日峰下，原名永明禅院，是五代

吴越国的钱弘俶为高僧永明禅师所建，到南宋时

改称净慈寺。今天的西湖十景中，两个与净慈寺

有关，其一为“南屏晚钟”，也就是净慈寺的钟声；

其二为“雷峰夕照”，指的是净慈寺前的雷峰塔。

这天天刚亮，诗人从净慈寺中走出，路过西湖，要

送别自己的朋友到远方任职。那时，西湖的荷花

开得正好，一眼望去无边无际，仿佛开到天边去

了，诗人看到这样的美景，不自觉地就吟诵出这样

四句诗。

诗歌开篇就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

时同。”“毕竟”这个词表示强调，当时正是农历六

月，所以风光和其他季节都不相同，其中包含着诗

人对眼前美景的赞叹。西湖也是古代文人笔下的

常客，西湖的春天在白居易的诗里是“乱花渐欲迷

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西湖的冬天在张岱的笔下

是“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西湖

的夏天便是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

在这里，诗人写荷花抓住了其典型色彩与整体

风貌，清晨的西湖，荷叶、荷花连成浩浩荡荡的一片，

仿佛与天相接。荷叶之碧、荷花之红相互映衬，颜色

在对比之下显得愈发和谐，而荷花的柔弱姿态，也在

诗人的笔下以一种强大的气势铺展开来。南唐后主

李煜在《清平乐》中写道：“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

还生。”他用连天芳草写满心离情，可见愁思浩荡。

对比之下，我们或许能对杨万里诗中的“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更丰富的理解。

诗题点明主题是送别，诗中却对送别一字不

提，诗人难道真的是一心陶醉于美景不可自拔吗？

我们仔细想一下，就能体会到诗人的含蓄深情，朋

友今天就要远行，自己满心留恋不舍却难以说出

口，只好跟他说，“你看，我们这里的荷花开得正好，

西湖六月真是美不胜收啊！”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或

许是“西湖六月的风光如此美好，你真的舍得抛下

这一湖荷花离去吗？”

总的来说，杨万里这首诗可以说是他的代表

作之一，简单四句诗把西湖荷花写得生动鲜亮、气

势卓然，刚柔并济，连绵不绝的情思与一湖荷花共

同摇曳。

听一堂好的语文课，是一种精神
享受。

听说临高中学引进的教师董彦
卿语文课上得精彩，海南日报记者近
日慕名去听了一堂课。当天，他给高
一学生上诗词鉴赏课，对柳永的《雨
霖铃》进行赏析，这是高中语文的经
典篇目。“这篇文章比较集中地体现
了诗词的意象、意境、情感和写作手
法，本课的教学目标就是分析词的意
象和情感，把握诗词的艺术手法。”董
彦卿说。

董彦卿将全班同学分为阳光组、
青春组、超越组、梦幻组等8个小组，
讲到关键处会进行小组提问。每个
小组的任务不同，比如阳光组的任务
是探究这首词上阕的意象与情感，梦
幻组的任务是怎么理解“留恋处，兰
舟催发”这个场景等。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
歇，都门帐饮无绪……同学们，你们
怎么理解寒蝉凄切这一意象？什么
时候的蝉叫寒蝉？”董彦卿提问道。

“寒蝉就是冬天的蝉。”有学生脱口而

出，也有学生回答是秋天的蝉。“对！
秋后的蝉是活不了多久的，一番秋雨
后，蝉便只剩下几声若断若续的哀鸣
了。因此，寒蝉在古诗词里是落寞悲
凉的同义词。这里的寒蝉就是一个
意象。”随后，董彦卿又接连举了两个
寒蝉入诗词的例子。

长亭、骤雨、离别的画面、离愁
的忧伤……在意象的解析中，董彦
卿将学生带进了诗词世界中。“一
切景语皆情语。”董彦卿说，这堂课
就是让学生知道什么是意象，以及
作者在设定和选择这些意象时倾
注的感情。

“没想到悲情的文章，字里行间
也能这么美。”课后，学生张潇对海南
日报记者说。“我深刻体会到了作者
当时的心情，那些艺术表现手法让人
身临其境。”学生王彩玉说。

董彦卿今年61岁，在语文讲台
上已经站了40多年了。退休前，他
是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县第七中
学的语文教师，是当地语文学科带头
人。董彦卿2018年3月退休，10月

经过公开招聘，被临高县作为“人才
引进”对象招聘到临高中学。目前，
他负责为高一年级学生上语文课。

如何在高中阶段提升学生的语
文学习能力？董彦卿认为可以从以
下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教师引导。教
师要有大语文的教学理念，不能死抠
书本，既要运用课内教材教学，也要
善于利用课外读物；二是学生要转变

学习态度，不能被动学习，“不是老师
多教我就多学，老师少教我就少学，
老师不教我就不学”。平时要主动学
习、主动探究、主动归纳；三是注重
基础知识学习，拓宽阅读范围，弄懂
字词句章中的知识点；广泛阅读课
内外书籍，要学会精读、速读、跳读、
浏览等阅读方式，养成写读书笔记
的习惯，可以根据读本特点写读后
感或读书笔记，标出能打动你的句
子和语段。每逢读书必动笔；四是
重视写作和书写。要坚持写日记或
周记，最好是新闻短评或一事一议，
提高自己分析和议论的能力。此外，
要加强书写训练，想获得高分必然离
不开一手好字。

据统计，临高中学目前共有377
名教师，35岁以下教师为 168人。
去年，临高中学面向全国招聘了5名
银发高级教师（60岁至65岁）。临
高中学校长林明国说，“年轻教师需
要老教师的传帮带，希望他们在不断
交流中带来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的
创新和进步。”

“孩子们的表演有模有样”

6月11日晚上，定安县琼剧
艺术进校园教学成果展演以“魅
力琼剧 传承经典”为主题，展出
了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定安县
一小、四小、实验中学等选送的13
个节目。伴随着悠扬乐曲，身着
戏服的小演员们精彩亮相，现场
演绎了《梁祝忆十八》《含羞带笑
拜谢皇上》《三看御妹》《阳春院》
等琼剧经典片段，为现场观众送
上了一道琼剧大餐。

“孩子们的表演有模有样、有
声有色，值得肯定。”海南省文化
艺术学校副校长邓群坚看完展演
节目后赞不绝口，“在琼剧之乡定
安，有这么多的孩子喜爱琼剧艺
术，让人十分高兴。”

定安开展“琼剧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感受琼剧魅力

校园小戏迷 越来越有戏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张博 程守满

映日荷花别样红
——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

方》诗赏析
■ 李静

读书必动笔 语文这样学
■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品读嘉宾：
李静，吉林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
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
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
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
为唐宋文学、词学。

近日，2019年海口市中学
生“侨中杯”羽毛球邀请赛在海
口举行，海口市12支中学羽毛球
队参加。该项赛事旨在进一步
推动海口市青少年羽毛球运动
的发展，增强青少年体质，提升
羽毛球竞技水平。

文\图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忆当年，娥眉
铁骑骋沙场……”
近日，定安县琼剧
艺术进校园教学成
果展演在定安县第
一小学举行，该校四
年级学生在舞台上为
观众们献上一曲琼剧经
典唱段《含羞带笑拜谢皇
上》。小演员们的精彩表演
赢得了满堂喝彩。

今年是定安县开展“琼
剧进校园”活动的第5年。
为进一步传承发展琼剧艺
术，从2014年起，定安县教
育局和定安县旅文局在全
县推广“琼剧进校园”活动，
通过聘请专业琼剧演员，开
设琼剧课堂，向学生们普及
琼剧专业知识，培养琼剧小
戏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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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中学生“侨中杯”
羽毛球邀请赛举行

在定安县第一小学任教的第一
年，是陈朝霞感到最忐忑的一年。“刚
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很
低。有时快上课了，音乐教室里还
是空的，我要挨个去喊他们来上
课。”陈朝霞说，“不过，随着时间的
推移，孩子们慢慢了解了琼剧戏剧
背后的故事，能够唱出一些经典唱
段。有了成就感，他们就愿意学了。”

此外，黄茂安和剧团创作人员
还将《静夜思》等古诗词谱上琼剧曲
调，录成音频在校园里播放。朗朗
上口的诗词配上悠扬悦耳的旋律，
提升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5年来，陈朝霞指导学生们学
习琼剧唱腔，练习兰花手、荷叶掌等
琼剧动作，并向学生们介绍琼剧历

史和文化知识。她欣喜地看到不少
孩子爱上了琼剧，“他们刚开始听都
不想听，现在闲暇时就会哼唱几句，
变化很大。”

让陈朝霞感到欣慰的是，许多定
安县第一小学的毕业生毕业后还常
常向她请教琼剧的唱腔和动作，“这
些孩子想在中学校园的舞台上进行
琼剧表演，让更多人爱上琼剧。”

“琼剧进校园”活动在定安开展
5年以来，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和支持。活动开展后，海南省文化
艺术学校在定安县第一小学、仙沟
思源学校和新竹初级中学设立了3
个孵化试点基地，每周派出专业琼
剧教师前来指导，提供资金支持。
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定安琼剧人才在

海南省文化艺术学校学习后，多人
被推荐至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
曲学校就读。

黄茂安表示，琼剧的普及离不
开教师，希望能够加大对全县音乐
教师的培训力度，让他们熟练掌握
琼剧基础知识，言传身教推动琼剧
知识的普及，弥补专业琼剧教师的
不足。在音乐教师的引导下，让小
学低年级学生逐步开始接触琼剧。

据定安县旅文局局长肖巨介
绍，下一步，定安将逐步在全县各镇
和中小学校开设“琼剧进校园定点
培训班”，并为培训班提供支持指
导，让更多孩子领略琼剧魅力，为学
生提供更好的表演和展示自我的平
台，不断推动琼剧传承和发展。

“目前，琼剧的发展和传承面临
许多困难，如果不从孩子开始培养，
让他们了解并爱上琼剧，这门戏曲
艺术很可能会逐渐失传。”定安县琼
剧团团长黄茂安表示，一方面，剧团
很难招募到功底扎实的年轻演员；
另一方面，观众老化严重，很多都是
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对琼剧兴
趣寥寥。

“不能让琼剧在我们这一代失

传。”2013年，黄茂安和时任定安县
教育局主任科员程守生联合提交政
协提案，希望能在定安县委、县政府
的支持下，开展“琼剧进校园”活动，
培养新一代琼剧人才和年轻观众。

2014年，“琼剧进校园”活动在
定安县第一小学、新竹镇初级中学
等几所学校开展试点工作。定安县
琼剧团派出资深琼剧演员徐姝璟、
陈朝霞走入校园为学生授课。

“让琼剧走入课堂，最重要的是
让学生接受、喜爱琼剧艺术，不断提
升学生对传统艺术的鉴赏能力。”定
安县第一小学副校长王德崇坦言，
2014年开展“琼剧进校园”活动之
初，学校对这项工作没有太大信心，
决定分阶段进行试点，让孩子们逐
步了解琼剧艺术，在校园里逐渐培
养“人人听琼剧、人人懂琼剧”的氛
围。

让更多孩子领略琼剧魅力

“不能让琼剧在我们这一代失传”

参加定安县琼剧艺术进校园教学成果展演的学生们。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董彦卿与学生合影。
本报记者 张惠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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