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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铜陵古镇大通，我又一次站
在和悦洲的老街上，再一次目睹着这
里绵延着的无尽沧桑……

这座拥有千年的古镇老街，曾经
是“三街十三巷”，商铺林立，有数百
家经营的店面，被人们称之为江南的
“小上海”。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如
今的老街早已辉煌不再，冷清的街
道，破败的老屋，偶尔经过的行人，让
人顿生思乡怀古之幽情，尚能坚守在
老街居住的也是不愿离开故地的老
人。对于这十分熟悉的古镇老街，我
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因为，
这里是我的出生地，12 年的少年生
活留下了难以忘却的童趣；这里还是
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13 年的风风
雨雨与古镇结下了一种难以忘怀的
情缘。

如今，我每次回家，目睹寻觅不
到一点少年时代踪迹的古镇，我的心
就隐隐作痛。我童年记忆中的古镇老
街，没有了年轮，没有了记忆，连勾起
儿时回忆的物事也都荡然无存。

我和老伴携手漫步在和悦洲老
街上，当我行至大关口附近，看到一
处残壁上，留有詹顺泰小鱼钩字样痕
迹，顿时让我想起儿时远去的记忆。

大通和悦洲，是我的出生地，在
这里，我度过了没有父爱的 12 年的
少儿时光。听母亲说，我的祖籍是湖
北省黄石市大冶市詹家湾，祖辈们曾
经就是专门为沿江渔民捕鱼而从事
制作鱼钩工艺。100 多年前，我的太
祖爷在老家创办了詹氏鱼钩店，在二
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五祖爷詹顺泰领
着他的独生子和我的父亲、二伯父离
开詹家湾，来到安徽铜陵大通和悦洲
安家落户，也把制作鱼钩技术和詹氏
鱼钩店带到了大通和悦洲，詹氏鱼钩
手艺成为皖江一带独一无二的传统
老手艺。

在我的记忆里，詹氏鱼钩店所生
产的大小鱼钩有十多种类，生产原料
是铁丝，不同粗细的铁丝可以做成大
小不等的鱼钩。大鱼钩主要有扒钩、
挂钩、滚钩、鲶鱼钩、乌鱼钩等；小鱼
钩有鸭钩、奔钩、鲳鱼钩、昂丁钩、鲫
鱼钩等。在当时的那个年代，鱼钩是
沿江渔民捕鱼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制
作鱼钩是一门精细的手工艺，从选
材、制作，到用土炉淬火，冷却，退火
等多道工序，道道容不得半点马虎，
特别是淬火这道工序，要将用铁丝制
作成的鱼钩，既拉不直，又拉不断，火
候是关键，火候不到不行，过了也不
行，稍有不慎，做好的鱼钩就会前功
尽弃，成为一堆废品。尤其是制作小
鱼钩的工艺要求非常高，来不得有半
点马虎，这就成了我五祖爷和二伯父

的绝手活。
从母亲口中了解到，在我出世的

当年，父亲因牙痛自己在家中自行拔
牙感染发炎化脓，最后得了败血病，
不幸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去世了，詹氏
鱼钩手艺就由我的二伯父和五祖爷
的儿子继承下来。解放后，詹氏鱼钩
手艺就由二伯父的独子詹金舟继承。
由于我的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来到乡
下，我又思母心切，只好放弃学业，12
岁的我缀学后从古镇大通和悦洲来
到乡下当了放牛娃。

曾记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初，五祖爷詹顺泰的独生子（我叫小
叔），因膝下只有一女，想收我为徒，
跟随他学做詹氏鱼钩手艺。谁知，我
这个人不是不聪明，就是坐不住，无
心传承詹氏鱼钩手艺，不到一个月我
就回到下乡种田去了。而我的堂弟却
带着他的詹氏鱼钩手艺加入了大通
五金合作社。随着长江水族资源逐渐
枯竭，詹氏鱼钩生意也随之萧条。虽
说迫于生计，我的堂弟詹金舟改行学
会了制作木秤的手艺，但他一个人仍
坚守着这一民间传统手艺至今。至
今，在古镇大通和悦洲大关口附近的
残壁上，仍留有詹顺泰小鱼钩字样痕
迹。

为了保存我们詹氏鱼钩手艺的
传统制作技术，从 2013 年开始，我与
詹氏鱼钩手艺唯一传承人詹金舟商
量，要用相机将詹氏鱼钩手艺的制作
过程拍摄下来，作为一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存在人间。于是，我先后三次
来到古镇大通，跟踪拍摄詹金舟制作
大小鱼钩的全过程。2013 年 10 月 19
日，我首先将堂弟詹金舟制作大鱼钩
的工序记录在案，即：下钩料、制钩
坯、锉钩尖、锤钩把，将 12 号铁丝做
成扒钩半成品；2014 年 10 月 16 日
14 时前往大通，我又将詹金舟制作
小鱼钩的工序拍摄下来，是用 18 号
铁丝制作鸭钩和奔钩两种，主要工序
有：先将 18 号铁丝梳理成辫子状，接
着通过锉、粗磨、细磨、锤倒刺、用模
型做成鱼钩半成品；前不久，我再次
按照预约准时赶到大通，这时詹金舟
已经将淬炉火烧好，正准备下罐淬
火。淬火的工序有：装罐、下罐、淬火、
起罐、冷却、锅炒（退火）等。于是，我
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将我们詹氏鱼钩
三道制作工序全过程定格在相机
里。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詹氏鱼钩这一民间传统工艺也会
随之消失，被先进的制作技术所代
替。然而，我认为，詹氏传统的制作鱼
钩手工艺，对研究民间文化内涵的工
艺品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鱼钩手工艺，远去的记忆
□詹敬鹏

近 8年间，笔者携老妻两赴西欧六
国，亲睹异国风情，饱览壮阔美景，真是
赏心悦目大开眼界，至今回味难以忘
怀。特以数则拙文叹旅途之累，忆鲜见
经历，记奇特见闻。

所到德、荷、比、法、卢、奥六国的途
中，因人地生疏、行装负重、跑步进出各
机场等因素，每日行程少则四五百公里
多达千余公里，其纳新、猎奇、疲累程度
积余七十多年未见。但庆幸的是，本人
以这七旬之躯与老妻一道，都是心情特
愉快开心地紧紧跟在小婿小女身后，一
路小跑着过安检、进出飞机场……单独
参加“西欧五国精品游”时，无论赶路、
逛景点、赏名胜，均紧随导游及本团华
人飞跑着进出，从无一次掉队或失联。

两次赴欧探亲、旅游，都正值夏季
这个季节出国，其在国内这一段的行程
真可谓热极、累极、苦不堪言。

这年 7 月 29 日，晴空万里。我们
九时半从家中出发时，气温已近摄氏
30度。大女婿开车送我和老伴去合肥，
而小婿小女一家四口则由其大哥驾车
与我们同道抵合肥，准备由此乘高铁赴
北京再乘飞机出国。近午时分抵肥用快
餐，那刚出锅的鸡腿面条特烫又急着要
赶火车，我们每个人吃不了几口已是汗
流浃背。仓促用罢快餐出门，室外骄阳
之下已是热浪滚滚，时针指向 13 时，离
高铁 13 时 38 分开车只剩半个多小
时。我们每人赶紧把大小旅行箱及其他
包裹或提或推着去高铁入口排队检票。
连七岁的外孙女和五岁的小外孙也欢
蹦欢跳地背上自己的小旅行包随队入
站，热得小脸通红挥汗不止。因小婿小
女虽在异国却尤重国学汉学教育，在铜
购了近 2 千元各类书籍分装于几个旅
行箱中，故两个女婿所推的大箱子都特
重。大女婿与我一样缺少锻炼，推重物
时弄得大汗淋漓，脱光外衣又索性用衬
衫猛擦全身之汗，累得够呛，经过 20多
分钟的一致努力，总算在开车前几分钟
将所有行李运上高铁第 4节车箱，登上
了北去的列车。

这一路行程，除了累，还有列车晚

点半小时抵京，抵京后，来接站的亲戚
之车因中途熄火直到 21时才到达亲戚
家中。就餐、洗澡，就寝时已近 23时。次
日清晨 6时起床，用罢早餐驱车去首都
国际机场，2 个多小时才抵达。办理完
托运行李、接受安检、申请轮椅服务等
手续，再赶到登机口，时间已经是 10时
30分，距 11时 30分起飞仅有 1 小时。
该机是由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购进的
A-380 大飞机，乘客容量大，平稳舒适
豪华，每座前均有电视屏幕，可自主观
看到各国节目，本人观看的是华人明星
成龙表演的武打喜剧。该机当夜 22 时
到达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到达汉
堡，再走地铁来到小女汉堡家中，已是
7 月 30日 18时 40分。

此外，第一次去德国探亲时，往返
走的是上海。归来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时，正赶上下大雨，公交大巴难挤上。
两小时后才挤上机场大巴，在上海大剧
院终点站下车。此时，大雨仍在哗哗地
下个不停，无处躲雨。我老俩口只得冒
雨拖拉着大包小包行李，湿透衣衫鞋
袜，艰难往旅馆赶路。约 40 分钟后拦
下一辆出租车，要价每公里 50元才载，
上车后，我们问及一家离火车站很近的
旅馆，司机不知道有这么个旅馆，硬要
我们下车，否则不开车了。无奈，我们只
好付了 20元下了车，然后再也打不到
车了。老伴说，干脆慢慢推，背着行李和
箱子，自已走到那家旅馆。没办法，我俩
互相鼓励，转过几条街，越过正在拆迁
的一条泥路，在小雨渐停中终于来到那
家旅馆，曲折迂回近 3 个小时！真是在
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呀！出去草草将
就了个中餐，再去车站买次日早班返铜
火车票，全身湿透的衣服令我们难受极
了。于是赶紧到旅店洗个热水澡，早早
就寝以便次晨早起赶火车。当我们一路
颠簸于次日中午回到铜陵老火车站时，
长婿长女早已站在路边迎接并护送我
们平安到家……

总之，出国旅行快慰事，行程万里
不畏难，无限风光在脚下，老夫敢赴万
重山！

旅途之累
□徐业山

唐人两首送别诗

古代交通通讯不便，不似今人飞机、
高铁缩短了空间距离，微信、视频可瞬间
互通音讯。在以舟楫车马为交通工具的
古代，古人亲朋好友间向来重离别，因为
一别之后就难得音讯，甚至此生能否相
见都难说。一旦不得不作离别计，彼此就
不免难舍难分，心情是复杂沉重的。这一
点今人恐难体会，可于古人送别诗体味
一二。

我于诸多唐诗选本中，喜咏两首送
别诗，一首是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一
首是高适《别董大二首（其一）》。这两
首诗，短小隽永、明白晓畅、音调和谐、易
于讽诵，历来流传较广。这两首诗艺术性
自不待说，然如细加品味与比较，其格调
与气象则迥然有别。

且看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首送别诗素来极富盛名。明李东

阳《麓堂诗话》云：“王摩诘‘阳关故人’
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辞一出，一时
传诵不足，至为三叠歌之。”此调《阳关
三叠》，至今仍是名曲。此诗前二句说送
别是在一个春天雨后的早晨，渲染了依
依不舍的临别气氛。此诗动人处在末一
句，送别时劝酒乃惜别之常，但王维说出
一句别人未曾说过的话。元二先生听了
这句话，我想当时肯定引发他的 “泪
奔”。这句话是很感人的。一句话含了关

乎彼此的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你出了
阳关，就没有我这样的老朋友了；还暗含
了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知己的关系是唯
一的，无人可以替代。所以送别的时候，
也就格外不舍了，只能一杯又一杯地喝
酒。“更进”就是再喝一杯，不是最后一
杯的意思。情调上是缠绵悱恻的，有“儿
女共沾巾”的味道。

高适的《别董大二首（其一）》，不
如王维的送别诗著名：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但我以为此诗在格调气象上，要胜

于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前二句也是
渲染送别的气氛，与王维清丽的春景不
同，黄云蔽日、朔风阻雁，有北地苍茫的
意境。关健也在末一句。好朋友分别了，
也就失去了支持，前路不免渺茫，然而高
适却劝慰朋友说，天下谁人不识君？这种
情感比王维的旷达。这是对朋友才能志
向的肯定，做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才是真
正的知己。且慢，你以为他只是说朋友
么？骨子里何尝不是自许！故他们分别的
时候，不作小儿女态，像侠士一样抱拳一
揖，有一种别样的豪情。文学史上高适与
岑参并称，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以诗
风雄浑豪迈著称。

这两首诗境界之雄雌，应是不难分
辨的，却因何让王维诗占先？王维是一个
闲散的京官，喜好山水田园与佛禅，善书
擅画懂音乐，很有艺术细胞，也很会生
活，常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对

于朋友间的分别，他具有常人之情，但感
情表达得细腻熨帖，故古今共鸣者众。而
象高适这样以立功边塞为志向的志士，
知己离别，自然少悲切，多豪语。志士自
古总是少的，普通人的情怀岂能会得？不
解者，或讥为狂放，也未可知。然而高适
的诗，却代表着盛唐的气象。

古诗的化用与改作

唐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诗，其中有名句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是唐诗中少有的名句，历来为诗
家所激赏。但这两句诗并非王勃的独创，
他是从曹植的诗“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
邻”变化而来。但王勃下笔却是“点铁成
金”，泛指的“丈”变成眼前的“知己”，
“万里”一变而为“天涯”，人物情感具体
了，境界更为壮阔了，句型相类而诗境不
同。这是古诗人对别家诗的化用，这样的
例子在古诗创作中常见，只是艺术效果各
有不同。后来唐诗人王建又化用王勃的
这两句诗，写了一联诗句：“长安无旧识，
百里是天涯”。他是把王勃的诗意反过来
用，不说是抄袭，就诗境而论，气象上也差
了许多，这是“点金成石”例子。

唐诗人韦应物有《滁州西涧》 诗：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
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表达
了诗人对自然景观的喜爱与淡泊之志。
清黄叔灿《唐诗笺注》指出：“闲淡心胸，
方能领略此野趣。所难尤在此种笔墨，分
明是一种图画。”宋代的寇准袭其意境作

《春日登楼怀归》，中有句云：“野水无人
渡，孤舟尽日横。”将韦应物“野渡无人
舟自横”一句拆成了两句，自然不佳。宋
苏舜钦在《淮中晚泊犊头》袭用韦应物
句意，作一联云：“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
风雨看潮生。”意境又较韦应物诗开阔。
可见化用古人诗句，意境要超拔古人之
上，否则易为方家笑耳！

至于改作古人诗作，妙在不改原诗
韵味，且又较好地传达已意。文革期间
“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一伙乘飞机
叛逃，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坠机，人机俱
焚。周恩来总理向大家通报时，坐在外交
部长乔冠华旁边的崔奇同志，即兴写了
几句诗：“黄沙有幸传捷报，白铁无辜焚
佞臣。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
流。”前二句改自杭州岳王庙的一副对
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
臣。”后两句直接引自杜甫诗中的成句。
乔冠华看了会心一笑，随手提笔改写唐
人卢纶的《塞下曲》：“月黑雁飞高，林贼
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这两
首诗与原作比，意思虽然有别，然未改古
诗神韵，且有诙谐之妙。

后来郭沫若看到乔冠华这首诗，特
意写成了条幅，并题赞语云：“唐人卢纶
有《塞下曲》四首，其第三首云：‘月黑雁
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
刀。’知乔冠华同志仿之，另成新曲一首。
巧会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轴一幅，欣然
应命，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庆祝也。”
无论是崔奇的组句，还是乔冠华的改作，
为表达自己欣喜之情，将古诗信手拿来，
略加改窜，巧加组合，亦确有其神妙。郭说
“好事相庆祝”可也，说“奇文共欣赏”则
过之。此类改窜之诗，多为游戏之作，不能
算诗的正格，与化用别家诗不同。

读诗札记两篇
□翠湖闲人

到了，到了。随着速度慢慢的减下来，
列车稳稳的停在江南的一个四等小站上。
出了小站，我和爱人立刻踏上了乡镇公
交，去看望那久未谋面的堂姐。

自参加工作之后就没有和堂姐走动
过，和她联系上还是我孩子结婚时，当时
还因家里有事没来。堂姐不是我的亲堂
姐，是大伯父抱养的。当年，大伯父没有小
孩，而且又常年不在家，为了使婶婶不孤
单就抱养了她并视为掌上明珠。然而好景
不长，堂姐来了没两年他们就有了自己的
女儿，她这颗明珠立刻变成了泥团。一家
四口，仅靠伯父每月寄来的微薄工资是不
够用的，为此婶婶在街上做点小生意来弥
补家庭之用，不少的家务活就落在了堂姐
的肩上。小的时候照看妹妹，做一些轻巧
的家务，稍微大一点时洗衣烧饭打扫卫生
等。初中毕业后，加之伯父故去，婶婶身体
又不太好，堂姐就完全在家帮助婶婶出
摊、进货、做家务，同时还在街道里找了一
份工作。20出头出嫁后，在做好自家的家
务同时，还要经常帮婶婶做些事情，尤其
是重体力活都要叫上她。

堂姐那个年代没有计划生育，她接连
生了4个孩子，这给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
带来了巨大压力，堂姐只好通过种种关系
在县水泥厂谋到了一份差事。水泥厂离家
比较远，她不得不住在厂里，每个星期六
晚上回家，星期天晚上又回到厂里，家里
的事基本上就交给了堂姐夫。一个堂堂七
尺男儿，既要忙工作又要忙家务，一个星
期两个星期还行，一个月两个月还马马虎
虎，可时间一长堂姐夫就受不了了，家庭
“战争”开始了。随着“战争”的升级，她
带着两个小的孩子，其中最小的还是脑瘫
患儿常驻厂里，与堂姐夫“分而自治”。这
样一来，不仅自己家的事做的很少，连婶
婶家的事也顾不了了。堂姐的这些行动犹
如石头扔进厕所里，引起了公愤。只要她
一回到家，全家老少齐上阵，这给堂姐心
身带来了巨大伤痛，不得已，她与这个家
分道扬镳了。

随后的的岁月让堂姐受累不少，整
天的忙里忙外，特别是那脑瘫的小女儿，

从吃到行都要照顾到，一不留神就有麻
烦。堂姐是一个要强的人，对于这些她从
不向外人流露，在单位里面带笑容做好
自己的事，晚上回家才把伤心的泪慢慢
流淌。不幸的遭遇、顽强的毅力得到了本
单位一位单身汉的同情和赞许，有事没
事都要来帮堂姐一把。日久生情，两个人
渐渐地走到了一起，单身汉也就成了我
现在的堂姐夫。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颠簸，汽车终于
在堂姐家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车门边
有一位 60多岁的老者喊着我的名字，
一问原来是堂姐夫。快到一栋楼房前堂
姐夫指着说，那就是我们家。顺着堂姐夫
手指望去，单元口站着一位老妇人，我急
忙走上前去定神一看，这就是我那精明
能干的堂姐吗？那美丽的脸庞去哪儿了，
乌黑的长发也成了灰白相间的短发，一
口洁白的牙齿也脱落不少。看到我的到
来，堂姐双手在腰间的围裙上擦了擦，接
过我带来的东西叫着我的乳名说道，你
来啦。说话中带着几许欢喜，几许怪嗔。
我轻轻地喊了一声大姐，立刻感到眼眶
一热，哽咽了。她笑着说，这么大的人了，
还像小时候一样动不动就哭鼻子。我说
道：“大姐，您这样子让我……”她接着
说：“大姐都快70岁的人了，还能像年
轻那样吗。你看我现在不是好的很吗，做
家务、带孙子，我全包了。”接着又把我
爱人又夸了一阵。堂姐还是那样的爽朗，
那样的快人快语。

堂姐家的房子是一个小两室一厅，
看样子只有四十几个平方米，十分拥挤。
看到如此情景说，这房子你们是怎么过
的。堂姐乐呵呵的说这已经不错的了，当
初单位看我和你姐夫是一个单位的，以
福利性的方式卖给我们了，不然的话，以
我们的经济条件还挤在单身宿舍里。快
了、快了，我们这房子就要拆迁了，周边
的房子都快拆完了，下次再来可能就会
在新房子里了。说着拿出一桶尚未拆封
的茶叶拆开，一股清香飘向鼻端，上好的
猴魁展现在面前。堂姐一边沏着茶一边
说，这是你外甥春节前特地从山里买来

的，说是要给舅舅喝。堂姐又从厨房里端
出一碗热腾腾的五香鸡蛋，并剥好了塞
到我和爱人手里。我说，马上要吃午饭
了，这个就省了吧。堂姐说这叫“元宝”，
春节拜年一定要吃的，吃了之后全年财
源滚滚。

在堂姐做饭之际，我和堂姐夫一边
喝着茶一边聊着过去和现在。堂姐夫将
这么多年来的酸甜苦辣一一道来。他的
叙述，让我深感他们一路走来的不易。

不知不觉中堂姐将午饭做好了，荤
的素的满满一桌，堂姐夫将收藏多年的
一瓶好酒也拿了出来。看着满桌子的菜，
我有点过意不去的说，这菜也太多了。堂
姐说，不多不多，今天还是三天年，我们
姐弟两又是多年没见，正好借这个机会
好好聊一聊。四人围桌而坐，从不喝酒的
堂姐斟了一小杯酒举到我面前说，谢谢，
难得能来看望姐姐，随后将酒慢慢喝完。
望着眼前饱经苍伤且一点血缘关系都没
有的堂姐，一股酸楚再次涌上心头，我赶
紧将酒杯端起一饮而尽。看我酒下肚堂姐
连忙说吃菜吃菜，尝尝姐姐烧的菜好吃不
好吃。她边将菜夹到我碗里边说，这些菜
都是自家种的和养的，纯天然的。品尝着
每一道菜肴，仿佛儿时的味道在舌尖上跳
动，这味道久违了。我连说好吃好吃，跟我
小时候吃的菜味道一样。好吃你就多吃一
点，回到城里就吃不到了，堂姐笑着说。

饭后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又聊了一会，
看了看堂姐家周边环境就已经是下午 3
点多钟，时间过得真快。最后一班车是晚5
点，我提出要走了，堂姐却极力挽留，说等
她儿子第二天从单位值班回来带我到县
城去看看，到儿时曾经玩过的地方走走。
现在县城变化很大，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面
貌了。我说，今后有的是时间随时都可以
来。等你们搬了新家，我们就在这里多住
几天，享受一下乡间的新气象。堂姐见我
坚持要走，从厨房里拿出了香菜、辣椒糊
以及鸡蛋等六、七样东西至少有二十多斤
重要我带着。堂姐将我们送到路边，堂姐
夫特地约来一辆私家车，并小心翼翼的将
鸡蛋和大玻璃瓶装的辣椒糊、香菜等搬到
后备箱里。

车子徐徐地开动了。堂姐站在路边招
着手说，一定要常来，姐姐在这里盼着你
来。突然间，堂姐挥动的手慢慢地落了下
来，轻轻地擦拭着眼眶……

堂 姐
□陆光华

春天就像一首歌
唱着唱着花就开了
春天就像一条路
走着走着草就绿了
春天就像一条河
流着流着雪就化了
春天就像一群鸟
飞着飞着天就蓝了
春天就像一缕风
吹着吹着地就暖了
春天就像一幅画
看着看着心就美了
春天就像一支舞
跳着跳着爱就甜了
春天就像一首诗
读着读着情就浓了

春天的比喻
□金克义

最近，闲下无聊随手读了经典
《论语》。孔子最重要思想就是重
视教育,他一生崇尚“有教无类”的
教育主张、“任人唯贤” 的人才观
念、“各因其才”、“不愤不啟、不悱
不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的教学方法。值得我们深思
与借鉴。孔子的思想的光芒重新勃
发出来新的光彩, 必将一直影响国
人。

孔子不仅是一个伟 大的思 想
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弟子
众多，精英更是三十六之多，令人
感叹孔子强大的教育。孔子主张
“有教无类”，即受教育的对象，不
分贵贱、贫富、贤愚，都有受教育的
权利。不仅仅是王公贵族可以接受
教育，平民百姓也可以接受教育，
这就打破了教育的阶级局限。同样
孔子也主张因材施教，仔细观察每
个学生不同的特点，根据学生特点
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教育方法，这
种教育理念在今天依然很重要。现
在大家面对的是应试教育，成绩决
定一切，虽然逐渐提倡素质教育，
但当代学生面临的压力很大，不利
于身心发展，很难达到素质的全面
发展。纸上谈书终觉浅，能在实践
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才是最重要的。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书本知识
来的更有用。

孔子的身上 有太多 值得大 家
学习的东西，最有影响力的中国
人物名不虚传，通过阅读孔子教
育理念，让我深深体会到孔子的
魅力所在，孔子的大多思想在当
今 社 会 依 然 是 很 重 要 的 理 论 依
据，为人 师表，吾日 三 省 吾 身 ，尽
人事听天命，这些经典这句，不要
求完全做到，都是可以去体会，在
恰当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可以加以
运用，这也是这本书强大的魅力
所在，共读经典，体验这美妙的对
话。

读孔子的教育理念有感
□王 倩

文 学 副 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