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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2 月
出版的《语文气象》，是教育名家成尚荣
最新力作。

此书深度探寻 29 位名师的成长秘
诀，教你跟斯霞、李吉林、窦桂梅、王崧
舟、闫学、孙双金、薛法根等名师学做语
文教师，你的教学也可以气象万千，形成
独特的教学主张和风格。 海心

语文气象

学语文

12 月 18 日， 清风皓品———中国美术学院第二届廉洁文化作品展
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民艺博物馆开幕。 展览以“全面从严治党”为
主线，分“翰墨传清韵”“塑像激浊流”“妙笔扬清风”“陶塑淬皓品”“设
计弘正气”“漫画中国梦”六个板块，集中展示中国美术学院师生全面
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以艺术作品的方式多形态地展示和宣传学习成
果，引廉入心、以廉育人。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12 月 30 日。 刘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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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火了，朋友
圈呈现刷屏之势。 这是一个文博探索和普及
性节目，由张国立担任主持人，每一期节目都
邀请几个明星来担任国宝守护人， 负责介绍
该国宝，并在小剧场中扮演某个角色，还原该
国宝的前尘往事。

第一期节目的三个国宝守护人分别是李
晨、王凯、梁家辉，他们守护的国宝分别是《千
里江山图》、各种釉彩大瓶和石鼓。 一向苛刻
的豆瓣，《国家宝藏》的评分 9.5 分，与《见字如
面第二季》 一并成为今年国产最高分的综艺
节目。

这首先得了解一下节目外的现实背景。
虽然每个省份都有省级博物馆， 大部分城市
也有博物馆，但总体而言，公众离文物的距离
还是很遥远，大部分人对文物也非常隔膜。 这
主要是因为博物馆建设不足。 从总量上看，我
国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人均博物馆拥
有量也仍居世界后位。 像美国有 35000 家博
物馆，数字远超星巴克和麦当劳，博物馆自然
就成了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近些年来

我国博物馆建设速度不断加快， 但总数只有
5000余家，而人均年参观次数不足 1次。

另外，博物馆的服务能力不足。 比如不少
博物馆陈展缺乏新意、创意不够，观众所能做
的只是看看实物、读读说明；不少博物馆常年
不更新展品， 不搞新展……公众自然对博物
馆和文物兴味索然。 甚至有的博物馆最后沦
为一种摆设，轰轰烈烈“建”、热热闹闹“开”、
冷冷清清“守”、无声无息地“关”。

那博物馆的意义何在？ 有一年的世界博
物馆日的主题说得好，“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
的桥梁”。 博物馆的意义在于“藏品”，也在于
“沟通”———让公众经由它实现与文物的沟
通，并经由文物，实现与历史的对话、与先人
的情感交流。

《国家宝藏》火了，就在于它成功完成了
“沟通”，让文物抵达公众，让公众了解文物。

不得不承认，无论是舞美效果、配乐还是
节目编排，《国家宝藏》 在这些外在形式方面
做得足够精致、大气、动人。

但更具巧思的是其推介文物的方式。 明

星守护人的设定，让严肃的节目有了轻松的外
壳，公众更容易亲近；小剧场的演出，轻松、有
趣、形象，有效传递出文物的历史背景；最后通
过漫山遍地采矿的颜料传承人、故宫志愿者、
战火中辗转护送文物的家族等故事，严肃科普
文物的技艺和其他历史信息，并传递一种向匠
人礼敬并求索国魂的虔诚精神。

由文物抵达历史和文明，并转化为一种滋
养现在和未来的“甘泉”，《国家宝藏》成功激起
了观众对传统文化的潜在热情，以及一种文化
自豪感。

《国家宝藏》的走红应归功于节目制作的
“慢”。 曾几何时，“快”是电视综艺节目的主要
特色，竞技类户外真人秀是荧屏上最热门的综
艺节目类型，其节目形式都是明星拿着任务卡
组团闯关做游戏。 类型扎推，久而久之观众就
审美疲劳了，收视率也开始疲软。 在这一背景
下，以感悟文化、关注生活、体验人情冷暖等为
主题的慢综艺应运而生。 何况当前整个社会
都在倡导传统文化复兴，《见字如面》《国家宝
藏》等小众题材得到大量关注，也就不意外了。

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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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
激起一种文化自豪感

曾情煮诗
浣溪沙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 夕阳西下几
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小园香径独
徘徊。

———晏殊《浣溪沙》
此景依旧。 歌坊里的曲子绕过屋梁和画柱，又撞

在一只刚刚倒满的酒杯上，丁当悦耳。 音乐是跳动的
花朵，娇柔地叫嚷着春天的名字。那个弹筝的女子，素
指轻飞，新词老曲，唱瘦了一个季节。

一切都在不断重演，就像一个又一个翻过去的日
子。天气犹如去年，那束阳光，熟悉地走进了旧日的亭
台，照在那只又空了的酒壶上。变的是易老的容颜，不

变的是荏苒的时光。
夕阳如一个不愿回家的孩

子，捱在西边的山头上，最后极
不情愿地和一片晚霞消失在远
方。 什么时候，它还会一身金装，
站在天空的尽头，看阳光一点一
点地点燃黑夜的灯火？ 天亮后，
它依然会拿起远行的行囊，开始

每天的旅程。
一朵花落了，又一朵花落了。 寂静的风不再沉默，纷纷扬起透明

的手掌，摇晃着一根又一根细枝，大地的掌心，留下了一瓣又一瓣美
丽的憔悴。 诗人望着一地红英，忍不住滑下一滴无可奈何的叹息。 四
季轮回，花开花落，没有谁，可以让岁月的车轮停下！
那只似曾相识的燕子，再次飞过了屋檐，它能从一束淡淡的炊烟里找
到那个温暖的巢吗？ 院门依然开启着，只是，人，又老了一圈。

小径通幽，清香在园子里弥散，沾满了衣装。忧郁的诗人，反剪双
手，手握一卷发黄的诗书，在小园的小路上来来回回地轻吟。 他是想
找回那些已然逝去的光阴，还是想再填一首词，然后在耳熟能详的乐
声中，一醉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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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联家族中， 有一种
“无情对”。 这种对联十分别
致， 上下联可谓风牛马不相
及，两边对的内容越隔得远越
好，但细读起来，则又字字相
对，十分工整、巧妙。

“无情对”有很多讲究：字
字相对，意意相离；上下句的
词性、结构、节奏等要颠覆；上
下句不可以出现为了迁就对
应句而牵强的字眼；上下句要
一庄一谐。

“色难，容易。”没错，这的
确是一个对联。明成祖朱棣曾
对文臣解缙说：“我有一上联

‘色难’，但就是想不出下联。”解缙应声
答道：“容易。”朱棣说：“既说容易，你就
对出下联吧。 ”解缙说：“我不是对出来
了吗？ ”

朱棣愣了半天， 方恍然大悟。“色
难”一语，出自《论语·为政》：“子夏问
孝，子曰：‘色难。 ’”意思是子女侍奉父
母，要经常保持和颜悦色，是件很难的
事。 解缙所对“容易”，见于西汉东方朔
《非有先生论》：“於戏！可乎哉？可乎哉？
谈何容易！ ”意思是在君王面前指陈得
失，不可轻易从事。 解缙巧借“容”为容
貌之意，与“色”（脸色）恰成对，“易”与

“难”则是一对反义词，极为工巧。
“庭前花始放，阁下李先生。 ”上联

写景，庭前百花正在盛开；下联却是个
人物的称呼，意义无法相对，但细读之，
却能发现下联三用借对：“阁下”既指一
种尊称，又指楼阁之下；“李”既指姓氏，
又指李树；“先生”既指尊称，又指最先
长出。 巧与上联字字工对：“庭”与“阁”
小类工对，“前” 与“下” 方位名词对，

“花”与“李”植物名词对，“始”与“先”副
词作状语对，“放”和“生”动词对。

“公门桃李争荣日，法国荷兰比利
时。 ”上联出自《资治通鉴》：“或谓狄仁
杰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 ’”指唐
代名臣狄仁杰门生之多；下联是欧洲三
个国家名，上下联虽南辕北辙，但却字
字对仗工稳：“法国”对“公门”，“荷”对

“桃”，“兰”对“李”，“比”对“争”，“利”对
“荣”，“时”对“日”。

“树已半残休纵斧，萧何三策定安
刘。”这是一副无情佳对，上下句意义毫
不相干，上联为一古诗句，是说要爱护
树木，不要乱伐残树。 下联却以萧何献
策定汉业的历史故事相对，相差十万八
千里，却在字性上结成缘份，有天造地
设之妙。 上联尾字“斧”是工具，下联尾
字“刘”指兵器，在本句中则指汉高祖刘
邦；“树”对“萧”，萧，植物名即艾蒿，乃
植物相对；“已”对“何”，为虚词相对；

“半残”对“三策”为数量词相对；“休纵”
对“定安”为虚词相对。 联中惟“残”与

“策”乍看不似工对，但二字在这里均可
视为动词，“残”为伤害之意，“策”有拄、
扶之意，仍然对仗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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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经典走进学生心灵
———泸溪县白羊溪学校营造书香校园素描

“萧索单调的冬季里，总盼望着春天，盼
望她的草长莺飞，丝绦拂提，盼望她的千树琼
花，碧波涟漪，盼望着她的兰馨蕙草，润物如
酥，盼望她的春色满园，落红如雨。 ”12 月 12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白羊溪学
校举行“点燃阅读激情，让阅读成为习惯”经
典诵读比赛活动，该校六乙班学生声情并茂、
抑扬顿挫地诵读《渴望春天》，博得大家的阵
阵喝彩。

据白羊溪学校校长高奉升介绍，该
校一直把阅读列入校本课程的必修课 ，
开展这次比赛是对学校创建书香校园的
一次自我检阅。

朗诵节目一个比一个更带劲，更扣人心弦！
瞧！86班带来的朗诵伴舞《旗魂》。听！“康

庄大道，前程谈笑明月！ ”“凯歌奏起，三军功
盖天月”“太阳升起，正沧桑大地，世无闲物”。

朗诵、诵读、朗诵伴舞、诗朗诵、经典
诵读……表现形式多样的经典诵读比赛活
动，吸引了全校学生积极参与。

压轴节目———经典诵读《中华少年》出

场，舞蹈人员也情不自禁地跟着诵读起来！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
朗诵声，喝彩声久久回荡！
读经典、诵经典、背经典……让经典走进

学生心灵，注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点燃孩
子们的读书激情，让每个男生腹有诗书，每个
女生蕙质兰心。

该校校长高奉升介绍， 白羊溪学校的校
园文化设计理念是以毛泽东同志对教育的要
求为中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以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为落脚点，其本质是培养德才
兼备的人。 培养的核心主要体现以一个“爱”

字上，“爱”有大小爱之分，“大爱”即爱国，在
校园文化墙中有很好体现， 如“祖国在我心
中”“厉害我的国”“钓鱼岛”等；“小爱”即爱家
爱校爱我们的亲人， 爱学习爱劳动爱运动爱
卫生等，在文化长廊都有体现。 学校还专门开
设建校以来从母校走出的人才榜样栏。 教室
廊道文化将礼仪文化与当地民族相结合，专
门设立了本校优秀教师和德才兼备的学生图
片展示，并将其作为学习榜样。 教室文化将共
性与个性相结合，如统一校训、公布表、个性
黑板报、图书角、评比栏等。

“坚持校园文化本校化本土化民族化，这
样的校园文化才接地气更有生命力！ ”该校校
长高奉升如是说。 12月 15日，白羊溪学校在
泸溪县中小学“点燃读书激情，让阅读成为习
惯”读书成果展演上，得到县领导、县教育和
体育局的肯定，并获得“书香校园”匾牌！

杨和平 李薛刚 杨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