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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
屠 岸

八年抗战历艰难，
五亿神州尽圣贤。
血肉长城立东亚，
卫邦保国共争先。
东邻倭寇频肆虐，
放火杀人足逞奸。
终至败降自作孽，
历史教训刻心间！

抗战雕塑抗战雕塑抗战雕塑

诗词赏鉴诗词赏鉴

文学新观察

诗词的“申遗”保护与改革
创新可以相辅相成

目前，格律诗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问题，已经引起诗界热议。有人认
为，格律诗词“申遗”保护，有碍于诗词
的改革创新和诗韵的“知古倡今”。笔者
则认为，格律诗词的改革创新与“申遗”
保护，看似互相矛盾势不两立，实为互
补，即相辅相成。

首先，诗词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因
为时代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
和语言都将随时代之变而变，诗词的内容
和语言能不随之而变吗？诗词的内容和语
言变了，诗词的形式包括格律为了与变化
了的内容和语言相适应，亦应做适当调整
变化。诗词同其他文体一样，毫无例外地
都要与时俱进，只不过诗词的“进”可能
更困难一些，更复杂一些，更迫切一些。
毛泽东说过：“旧体诗词的格律过严，束
缚人的思想。”加上旧体诗词以往的内
容、语言、意象等有些已陈旧过时不宜再
用，如果不改革创新就会丧失生机而没了
出路。

马凯在 《繁荣和发展中华诗词》一文
中强调：“没有创新，中华诗词就会丧失
活力。如果内容和形式脱离时代，脱离生
活，脱离大众，也会被‘边缘化’，走向
没落。”对于诗词格律，马凯则特别强调
要“求正容变”。

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刘征认为：
“‘求正容变’是正确处理遵守格律与变
化创新两者关系的指导原则。诗词创作，
自然要严格遵守和熟练运用诗词格律，最
好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却
也不能把格律看成凝固的金科玉律，合理
的变动是允许的，在发展中甚至是必然
的。变，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格律的灵
活运用。古今大诗家灵活运用格律的例子
不胜枚举。如同公孙大娘手中的剑器，套
路有其程式，舞起来却是灵活的。二是格
律的创新，即形成另一种新诗体。诗，从
四言到五言，从五言到七言，从诗到词，
从词到曲，如此等等，中国诗歌几千年的
格律发展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一种新诗
体的诞生，是许多条件综合促成的，不可
能一蹴而就。三是除旧布新，抛弃格律中
的不合理成分，近些年许多朋友主张采用

今韵即是一显例。”
说到诗韵，刘征认为押韵是“为着增

加语言的音乐感与和谐美，读起来上口，
听 起 来 悦 耳 ， 记 起 来 便 捷 ， 唱 起 来 动
听。”他说：“押韵的效果不是表现于书
面，而是表现于口头。如果按韵书是押
韵，念出来却不押韵，难道仍应胶柱鼓
瑟，不应改弦更张吗？‘平水韵’应该像
古 越 王 的 宝 剑 那 样 ， 今 天 不 宜 用 于 实
践。”这些话说得通俗透彻，句句在理。

“申遗”是为了保护诗词最
核心最本质的东西

既然诗词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为什
么还要“申遗”保护？保护什么呢？因为
改革不是革命，不是彻底否定， 而是革
除不合理的部分；创新不是弃旧，不是彻
底抛弃，而是继承发展。而“申遗”就是
为了保护诗词最核心最本质的东西，保护
它赖以生存发展的“基因”，也就是“命
根子”：

一是诗词的内容，必须是吟咏性情
的，即 《尚书·尧典》 所说的“诗言志”。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志与诗原来是一个
字”。“志有三个意思：一记忆，二记录，
三怀抱”。其实诗就是用来记忆、记录人
的感情、感想、志向和抱负的载体，即便
是记录事件、描写景物，其中也隐含着、

负载着作者的情感倾向。那些单纯介绍产
品的商业广告，写得再合律再漂亮也不能
算是格律诗词。所以，“诗言志”就是我
们必须继承的优秀传统，是“申遗”保护
的主要内容。

二是诗词的语言，必须是诗化诗性
的。诗的语言与散文小说的语言多有不
同。它简练，简练到可以省略主谓宾补等
句子成分的程度。它雅致，不失通俗，但
拒绝庸俗。它跳跃，可以从“甲”越过

“乙”而直接跳到“丙”或“丁”，但其间
要有内在联系。它还可以倒装，可以使用

“意象”，等等。所以诗化诗性语言应该是
诗词“申遗”所保护的又一项内容。

三是诗词的格律，必须是有益于诗意
的表达和诗句的乐感，也就是“诗味”的
形成。所以，格律要守。毛泽东有言：

“不讲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
词？”正如马凯在 《再谈格律诗的求正容
变》 中所说，“格律诗是以汉字为载体
的。汉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单音、四
声、独体、方块为特征的文字。汉字把字
形和字义、文字与图画、语言与音乐等绝
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以拼音为特征的文
字所不可比拟的。”“总之，格律诗借助于
汉字的独特优势，创造出美妙的情感表达
形式，它是先贤们在长期的诗歌创作过程
中 ， 经 过 千 锤 百 炼 后 形 成 的 ‘ 黄 金 格
律’，是宝贵的艺术财富。”这是一方面。

另 一 方 面 ， 诗 词 格 律 虽 然 是 “ 黄 金 格
律”，但不是凝固的“金科玉律”。为不以
词害意，完全可以在“求正”的前提下适
当调整变化，因为“格律毕竟只是诗词的
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为了更好地
抒情达意，破点儿格，适当有些变化，亦
应允许，不但应该允许，有时不得不破格
之句还会成为‘绝唱’。”（出处同上） 所
以说，诗词格律的基本形式，包括词牌、
曲牌应该是格律诗词“申遗”所保护的第
三项内容。

综上所述，“诗言志”的内容、诗化
诗性的语言，平仄格律的形式等都是“申
遗”保护的“对象”。

“申遗”可面向全世界宣传、
弘扬中华诗词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很不赞成把古
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
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
学生的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
因。”这“文化基因”就包括诗词的内
容、语言和格律这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创
造出来的异常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马凯指出：“中华诗词在记载历史，
传承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交流情
感，享受艺术，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
中华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诗词是中华
文化瑰宝中的明珠，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
财富。”对于如此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当然要予以保护。保护是为了传承，
也是为了发展，为了改革创新。

虽然，我们的格律诗词不“申遗”保
护也不会消亡。“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
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毛泽东） 最受
中国人民的推崇与喜爱，所以它“一万年
也打不倒”。但“申遗”不仅使诗词的生
命更有保障，还可以促进它的自省，厘清
什么是应该淘汰扬弃的，什么是应该保护
传承的，更可以面向全世界宣传、弘扬。

“申遗”成功，诗词就成了进入 《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人类共同遗产，而
受到加倍保护；“申遗”一时不成，也起
到了宣传推介作用，不仅提升了它在世界
范围内的“知名度”，也宣示了中华民族
对它拥有的无可置疑的“主权”。这样有
益而无害的事，我们何乐而不为？



 

诗词的“申遗”保护
与创新并不矛盾

易 行

为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弘扬在抗日
战争中经过血火淬炼的中华民族精神，国
务院参事室、中华诗词研究院、北京朗诵
艺术团、北京武警一师四支队日前联合在
京举办雅韵山河中华诗词朗诵会。

2014 年年底，国务院参事室决定由中
华诗词研究院开展“抗日战争诗歌搜集整
理”重点课题，依托课题研究成果举办专
题性的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经
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中华诗词研究院从
搜集到的数万首抗战诗词中精选出 3000 余
首，即将编成出版四卷本的 《诗壮山河
——中国抗日战争诗钞》。这些抗战诗词歌
谣从各个侧面展示了中国抗日战争波澜壮
阔的历史风云。

朗诵会上，演员们深情演绎了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爱国将领、民主人士等
在抗战中撰写的诗词名篇和抗战歌曲。93
岁的老诗人屠岸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抗战诗
歌。老舍之子舒乙介绍并朗诵了老舍在抗
战时期写的抗战诗歌 《剑北篇》，诗歌有
3000多行，是最长的抗战诗歌。 （文一）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中华诗词朗诵会举办

近日，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与《作家文摘》
报社联合举办的“中国高考及高等教育反
思”主题讲座活动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行。
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何建明担任本次讲座的主讲人。

中国的高考是百姓的“家庭第一事”，
又是举国上下几乎人人都会参与的国家大
事。作为作家的何建明，深感文学与教育
之间有太多内涵外延的交叉联系，曾对高
考进行过多年深入广泛的调查采访，并著
有 《中国高考报告》 一书，这是中国第一
部对高考进行全景式扫描的报告文学作
品，首次深入高考的深层内核，展现了考
生、家长、教师及教育部门面对高考的真
实状态，既是一部直言痛陈高考环境的

“生态报告”，又是一份呼唤高考改革的
“备忘录”。该书一经面世便在读者中引起
了强烈反响，长销不衰，五度登上文学类
图书畅销榜，并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大
奖，美国、英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媒
体纷纷报道和热议，日本的大学还曾将本
书翻译成日文编入教材。15 年过去了，这
部具有史诗风范的作品，依然对当今的高
考具有高指数的参考和励志意义，全社会
依然需要对高考及高等教育保持宏观、清
醒、深入的思考。

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高考改变了
中国，甚至也一直在改变世界。从这个意
义上讲，中国高考所带给我们的“红利”
应当被牢牢地铭刻。何建明结合 《中国高
考报告》 一书筹备采访阶段的若干实例，
与多年来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读者们分享
了调查采访中的亲身经历，更对高考制
度、高等教育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反思。
何建明说：“国家在发展，时代在变迁，曾
经学生考上了大学，便有好的前途；但如
今学生的综合能力才是素质的体现，社会
的竞争是综合能力的竞争。而中国与世界
的较量也是综合能力的较量。所以国家的
真正强大，应该是从影响我国每个国民个
体一生的高等教育的改革开始的。”针对许
多考生、家长、教师及学者的提问，何建
明都做出了详尽幽默的回答，尤其还给许
多青年读者极大的鼓励：“坚定我们的理
想，走我们的道路。内心的强大，是自己
给予自己的！”

《中国高考报告》热度未减
作者与读者分享体会

王艺润

《中国高考报告》热度未减
作者与读者分享体会

王艺润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作者张志和 （约公元 730-810
年），浙江兰溪人。中唐诗人。原
名龟龄，16 岁游太学，以明经擢
第。献策肃宗，大得赏重。任翰林
待诏授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并赐名
志和。后因事贬南浦尉，以亲丧还
乡，遂不复仕，号烟波钓徒。帝赐
奴婢各一，名渔童、樵青。志和以
男童奉钓，女樵煎茶。颜真卿为湖
州刺史，特赠新舟以换漏船，泛家
泛宅，往来苕霅烟波间。大历八年

（公元 773 年） 同真卿共游西塞山
（浙江嘉兴），作 《渔歌子》 五首。
此为其首章。

志和妙于山水绘事，此词正得
其神理风致：白鹭成群地在西塞山
前飞翔，活泼泼的鳜鱼在桃花流水
中游动。舴艋舟上坐着碧蓑青笠的
渔父，悠然自得地垂钓着。如此清
远秀逸的景致，如此空灵微妙的诗
心，怎能不令人陶然物外，深契真
意而忘却了风雨，忘却了回家。

“不须归”三字将作者真率洒脱的
心境表现得既含蓄又深情。唐宪宗
尤爱其诗文，下令“图其真 （画
像）、求其歌，不能致。”董其昌
云：“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
代唯张志和可无愧色。”

张志和对后人的影响也特别深
远。东坡贬黄州时，曾游西塞山、
散花洲。东坡把此词扩充为《鹧鸪
天》：“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
鳜鱼肥。朝廷尚觅渔歌子，何处如
今更有诗。 青箬笠，绿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人间底事风波
险，一日风波十二时。”后又隠括
成 《浣溪沙》 歌之：“西塞山前白
鹭飞，散花洲外风帆微，桃花流水
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
处绿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志
和之词令才华盖世的东坡居士如此
倾倒，足证其作品之高了。黄山谷
闻之也为之技痒，作了两首《浣溪
沙》：“新妇滩头眉黛愁，女儿浦口
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 青箬
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
风吹雨转船头。”东坡为之大笑曰

“才出新妇矶，便入女儿浦。此渔
父元乃太澜浪乎。”

夏承焘先生 《瞿髯论词绝句》
之三云：“羊裘老子不能诗，苕霅
风谣和竹枝。谁唱箫韶横海去，扶
桑千载一杆丝。”又咏 《日本嵯峨
天皇》 诗云：“樱边觱栗迸风雷，
一脉嵯峨孕霸才。 并世温馗应色
喜，桃花泛鳜上蓬莱。”特别强调

《渔歌子》对日本词坛的影响。
据云此词很快传到日本。嵯峨

天皇于弘仁十四年（公元823年）即
作《和张志和渔歌子》五首，其一云：

“江上渡头柳丝乱。渔翁上船烟景
迟。乘春兴，无厌时。求鱼不得带
风吹。”一时和者云起，遂开彼邦词
运，距志和原作才49年。好诗词就
是这样，能穿越时空和国界引发人
们的共鸣与美感享受！

高风万古 中日词缘
张志和《渔歌子》赏析

周笃文 进入六七月份，乡下的麦子熟了，田野上到
处起伏着金黄的麦浪，弥漫着淳朴的麦香，农村
进入了黄金季节。

老家地处胶东半岛，离开老家几十年，家乡
味道却总在脑海里沸腾。尤其是到麦收季节，那
种镌刻在小时候心中的金黄麦穗和雪白麦面，以
及金黄和雪白背后的故事，就会一幕一幕地映现
出来。

麦收是全村的大事儿。这期间，乡村里到处
是忙碌的身影。从看不清人的早晨，一直到架起
汽灯在场院上忙活的深夜，人们的眼睛都熬红
了。虽然累得要命，但收获的喜悦时时洋溢在大
人孩子们的脸庞。

浩荡的收割队伍下田了。生产队长把男子汉
们带到麦田地头，按照每人四行的标准，把人一
字排开，一声令下：开镰！只见人们立刻弯下腰
来，挥舞起镰刀，左手往麦杆上一挥，立刻一大
把麦子就被扒拉到刀下，右手伸出镰刀从麦秆底
部往后一拉，手中的麦子就割了下来。割下的麦
子往腿弯处一放，再继续往前割。一边割，一边
捆，直到地头才能歇一会儿。

那时候年轻，不甘人下，也不惜力气。开始
几天，握镰刀的右手掌里很快就会窜出一片片血
泡，用一块布条包一下继续割。腰部也很快受不
了了，酸疼得如同骨头脱了筋，站立时都直不起
来。再加上天气炎热，干燥的麦田
尘土飞扬，嗓子眼里如同塞进了棉
花，干咳起来像冒了烟似的。一人
四行麦子割到地头后，再继续从那
一头边上往回割。一天下来，如此
往返，如同机器一般机械地重复
着。

那时候，乡下大部分时间都吃
粗粮，即使有点细粮平时也舍不得
吃，都会留到割麦子时。有一个邻
居大哥，正是三十多岁力气大的时
候，在一顿午饭里，一口气吃了16
个大馒头。可见，割麦子的劳累程
度真的是不一般。

俗话说：“蚕老一食，麦熟一
晌”。麦收时节，天气不等人，麦

子一旦成熟，就得“白加黑”连轴转地抢收。因
为麦收时的天气，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眼
看到手的粮食，谁也不想因天气原因毁了。因
此，趁着天气好，赶快将麦子收割完毕拉回家中
的场院晾晒，成了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

你看吧，大路小道上，无不是手推车、毛驴
车和马车的队伍，有的干脆用扁担自个往家里
挑。场院里，堆满了小山般的麦垛。人们连夜在
场院里用铡刀把麦穗铡下来，摊开在场院的平地
上，然后用牲口拉着碌碡进行脱粒。

刚脱粒的麦子，还需要借着风力和人工把麦
粒与麦糠分离开，这叫“扬场”。扬场后的麦粒，
要经过晾晒，才能入仓储存。一般农家里都会买
一些能盛三四百斤的大缸储存麦子，不生虫、不
变质。家里有几缸或几囤麦子，一家人的生活就
会殷实而满足。颗粒归仓、粮草归垛，那是乡下
人们最大的快乐。

现如今，过去那种靠手握镰刀收割麦子的时
代已经远去了，乡村里的后生驾驶着现代收割机
具，轻轻松松地就会把成百上千亩的麦田收割完
毕。富裕了的乡亲们，细粮已经全部代替了过去
的粗粮，有时候，细粮吃够了，还会将粗粮拿出
来调剂一下胃口。

割麦子的故事，如今在乡下变成了快乐的事
儿。你听，乡间到处荡漾着开心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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