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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颖

在《三国演义》的《草船借箭》一节中，

眼看与周瑜约定的三天生死状期限将至，

诸葛亮果然顺利“借”到 10 万支箭。就此，

诸葛亮对鲁肃说：“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

有大雾。”诸葛亮对天气的妙用还有火烧赤

壁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每每写到这

里，罗贯中常以一句“夜观天象”一笔带过，

让人更觉诸葛亮神机妙算。如果说诸葛亮

掌握的气候知识是前人传下来的隐性经

验，那么，天气谚语则是前人认识天气、摸

索天气变化规律的显性经验。

提起天气谚语，许多人信口就能来上

几条。如“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朝霞

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一九二九怀中插手，

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

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

走”……根据一些学者的搜集和统计，我国

流传至今的天气谚语不下 4 万条。只是不

知，这个统计是否包含各地那些带有强烈

地方俚语色彩的天气谚语。以笔者农村生

活经历所知，地方俚语天气谚语带有浓浓

的烟火气息，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有

的甚至稍显粗鄙，以书面文字很难表述，但

在当地人尽皆知。

天气谚语在历史上曾占据重要作用。

19世纪30年代，随着电报技术的发明，依托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天气预报系统正式诞

生。而在此前，一个熟知并能够熟练运用

天气谚语的人，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水手、

一个种植庄稼的好把式，或者是诸葛亮那

样出色的军事家。那些懂得更多看天技巧

的长者，往往在一地享有德高望重的尊敬

地位。

宋英杰指出：“有些谚语，是几乎可以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通行谚’；有些谚

语，却有着离开本地便‘水土不服’的局限

性。”虽然许多不同文化的谚语意思相近，

但更多谚语却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这种差

别化不仅仅因为文化，而是地理特征本身

使然。同样的国家，不同的纬度，不同的海

拔，不同的地形，天气规律往往千差万别。

比如，海洋气候与内陆山区就有很大的不

同，山脚与山峰、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

均存在极其鲜明的差别，即便是同样用来

描绘降雨征兆，各地的天气谚语表达内容

亦有很大的不同。

在宋英杰看来，谚语最初并不一定像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对仗、押韵，只是经过

文学家的一次次加工改造，谚语才变得朗

朗上口，更易传播。不过，文学本身有其自

身规律，所有的改造均难免夹杂文人的“私

心”。如此以来，本来只是单纯用来看天的

谚语，有的渐渐改造成一语双关式的生活

或者人生哲学。比如我们常用“六月的天

说变就变”比喻一些人情感的善变，用“山

雨欲来风满楼”形容面临形势的严峻。这

样带有浓烈现实色彩的改造，在其他国家

和民族同样存在，如越南谚语“女人的命运

就像水点，一些落在宫殿上，另一些则落在

了稻田里”，这何不是以往女性人生的写

照？

能够流传至今的天气谚语，大都经过

历史的千淘万洗。虽然千百年来，天气谚

语被掺进了许多文化基因，但也不是所有

的强加都能融合成新的文化得以流传。封

建时期，上天有着极高的寓意，事实上，历

朝历代的皇帝都曾自命有祈雨的宏大之

“责”。究其原因，一方面借此表达体恤民

情的帝心；另一方面则是借此展现出上承

天意，强化自身统治的所谓自然法则，即

“顺天意”。还有，历史上将彩虹这种司空

见惯的天象当作祥瑞的现象亦不鲜见。然

而，那些用华丽词藻描绘的祭词或上疏，因

缺乏民间的烟火气，终没能像天气谚语一

样在民间落地生根，源远流长。

本书的另一个亮点在于，宋英杰认为，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天

气谚语送进了故纸堆，但与此同时，人们对

天气谚语的创造热情并未衰减——许多年

轻人正借助网络等新兴科技手段，创新了

一批脍炙人口的谚语，比如：“以前，被窝以

外，都是远方；现在，被窝之内，也是冰箱。”

千百年后，谁能说这不会成为未来的天气

谚语呢？

一言以蔽之，只要有烟火气，天气谚语

就会有萌芽的土壤。

最近，读郭明晓的《教师的天命在教

室》，为她的一句话而久久震撼，“你的天命

不是在教室吗？……每个神圣的生命中都

有英雄的心，你那神圣的生命与英雄的生

命是相同的……应该像英雄那样，担负起

自己的使命，走向那不知何方的未来。”

郭明晓，新教育新阅读研究所常务副

所长,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2009 年，52
岁的她成为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中最年长

的学员，会武术，喜冬泳，多次横渡金沙

江。原来优秀的老师真的不只会教书啊！

2008 年，对郭老师来说是人生中不同

寻常的一年，她在成都遭遇了新教育。此

时的她再过三四年即将退休，凭借已有的

本领和声望，顺利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几

年，然后安然退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她邂逅了职业生涯里的“玫

瑰”——新教育，新教育关注孩子阅读，关

注学生课外阅读的积累，摒弃了只关注“课

文”阅读的旧观念，希望通过阅读来唤醒学

生的生命，让学生在阅读中关注生命的本

质、理解生命的价值，从而滋养自身生命的

成长。

因为遇上“文革”，郭明晓学生时的阅

读很少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高中毕业之

后，她下乡当了知青，能读到的书依然极

少，以至于高考时她的语文只得了45分，因

此，郭老师深知阅读匮乏的严重性。

在新教育中,她引导孩子们进行海量阅

读，做文本解读，制作PPT，给学生讲了 100
多个绘本故事，自己读了200本绘本书。然

后，她读童话，《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

再读神话故事，写读后感，写读书笔记。她

让阅读成为学生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

节，带领学生在文本中发现生命的特质，在

阅读中提高生命的质量。她说：“阅读让自

己在 2009 年，定下了要像犟龟一样去追寻

那隆重的庆典的生活方式。”

郭明晓带学生进行晨诵，亲自设计了

“在农历的天空下”的中国古诗词课程，找

图片，选相应节气的诗歌，写诗歌导读，制

作PPT。又设计了“杜甫课程”“李白课程”

“苏轼课程”“荷花课程”……她让学生沐浴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春风雨露之下，和学生

共同打开古典诗词的大门，在诗歌的诵读

中，生命潜滋暗长，让生命与生命碰撞出火

花，走入自然。

她带学生进行童话剧的排练，“连做梦

都在安排童话剧”，也让家长参与其中。每

个学期，她都会为班里的孩子写“生命叙

事”，每个孩子要写一千多字，一个班级 54
个学生要完成七八万字。她用文字捕捉每

个孩子生活里的光亮，给每个孩子带去鼓

励和欣赏，用老师的眼睛为孩子留下生命

旅痕。

在教育的实践中，难免有一些阻力，但

郭老师身上有着“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

雪”的“渔父”精神，“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

像我们那样生活，但我们可以坚守自己的

追求。”

“累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是英雄；想懈

怠的时候，就告诉自己有英雄的心；每天做

着教室里的所有事情，非常愉快，因为觉得

自己在做着英雄才会去做的事。”

教育做的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我们对

英雄的理解总是和“力拔山河兮气盖世”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等字眼相联系，但郭

明晓在三尺讲台上践行着自己的教育英雄

梦。

诗歌就是用优美的文字写出诗人的直觉、

情调、想象的总和。诗歌就是诗人用美丽的文

字按一定的旋律流露自己的思想感情来绘画。

风声、水声、树声、人声喧哗都是诗歌的乐谱，花

草树木的精神、水中日月的颜色、车水马龙的景

象都有诗意，都有诗境。所以优美的诗歌中一

定有音乐、有图画。张珏的诗歌，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清新流畅，充满激情，富有乐感。

读她的新诗集《山崖上的火绒草》，感觉内

心世界越来越亮堂。她的诗歌是一束束光芒，

血液在燃烧、灵魂在燃烧、欲望在燃烧，她的诗

歌是生命的火焰，能驱散读者心灵世界的阴霾，

走向光明世界。她把自己参与的自然活动、社

会活动及人生经历，经过深入的哲学思考后，写

出健康的、活泼的、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优美诗篇。她立足于岭南深厚的红土，创作出

大量紧扣时代脉搏的诗歌。

每每站在树梢

仰起头呆呆地想

假如这树干再长一些

又生出楠竹那么长的一截

那么我可否爬向那高高的天顶呢

——《站在树梢的梦》

张珏把诗歌“作为一株灵魂栖息的树”，心

潮澎湃时，就站在树梢吟唱。《人与树》《树的心

声》《黄花梨》《乌桕树》《鹿角树》《白果树》《木棉

情》等，来自于诗人对树木的细心观察，对树木

呼吸的感知，对生态环境的聆听，对人与自然的

深刻思索。“树像人，像站立不动的人。”“人像

树，像一棵会走路的树。”人与树木相互共生、相

互依存，彼此生生不息，人与树木应该和谐相

处。树有自己的品性，人有自己的性格。人是

会走路的树，树是站立着的人。人要像树木那

样坚守脚下的根基，向往太阳，不忘初心。

她擅长用童心感知世界，不断领悟现实生

活，提炼生活，用真善美的诗章召唤着读者的灵

魂并清洁灵魂上的尘埃。“一丛丛菊花，摇着小

手掌，摇着小风车，迎着我们笑。”“花朵里有童

话，花朵里有故事。孩子们爱看花，我爱看孩子

们。”这种纯洁天真，活泼乐生的气象，给自由诗

歌带来片片光明，多么可贵。

她用诗歌关注教育对象，记录校园生活。

赞美校园的母亲树是活的雕塑，四季常青，满怀

生命的希望。在《给七（6）班的你们》中写道：

“假期来临／离开教室／徐徐回望／你们是我

心中的艳阳／你们是我心中的红花”。“教室的

学生是我花园的花／我都一一倾注心血悉心呵

护”（《教室的花》）。《袁隆平的草帽》《安济桥》

《浪花与海岸》《海浪之歌》《爱情就是这样》等，

利用学生学过的教材为题材来再创作，向学生

传授怎样提高写作的具体方法。《校园的母亲

树》、《新榕树》、《这片小树林》等，利用校园内学

生熟悉的树木创作，见景生情，因物起兴，表达

自己的思想情感，歌唱成诗。

高高的山崖上

孤独的火绒草

小小的身影

在崖石的缝隙里

安于寂寞

像那晴空里

金灿灿的太阳

火一般的热情

情愿在孤独中熊熊燃烧

——《爱的乐章》

诗歌是美的化身。小小的火绒草，显示出

生命力华美的光辉，这生命力华美的根基是一

颗小而伟大且沉静的灵魂。诗人从目观耳听的

世界里寻找美的踪迹。“如果你在自己的心中找

不到美，那么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发现美的踪

迹。”张珏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照见了她认知

的世界，不仅丰富了自己的诗意人生，也丰富了

红土世界的文化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诗是模仿自然的东西。”张

珏敬畏自然，关爱自然，感知自然，探究自然，师

法自然。《山崖上的火绒草》，写出树木的心声及

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写诗人对亲人、情人、偶像

和朋友的爱，情真意切，感染力强；展现了诗人

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激情燃烧的朵朵火花，是

诗人心灵世界养育的香草和花朵缔结的果实。

“山崖上的火绒草，

小而白，洁而亮，

快乐地迎风摇晃，

白雪般的花儿永芬芳。

生生不息的火绒草，

火绒草永远祝福我的故乡。”

今后，希望张珏写出更多诗歌，记录故乡。

想当英雄的老师

你能说出几条天气谚语？
■ 陈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