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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行飞花令，赛诗词功力

在“春江月夜风雨秋”选字对诗句

比赛中，学校初一（1）班与14班争锋相

对，以“风”字进行对决。“秋风吹不尽，

总是玉关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

少”……台上，对答如流，摩拳擦掌；台

下，喝彩此起彼伏，呐喊声催人奋进。

“飞花令”比赛掀起了七中育才汇

源校区初一年级学生参与活动的热

情。

紧接着，比赛进入“选词填空”环

节。参赛学生需要将诗句空白部分填

补完整。本轮比赛规则有所改变，班

级不再一对一比赛。学校初一年级14
个班被分为两个大组，两组学生在台

上按键抢答。

“三、二、一，抢答！”主持人话音刚

落，选手们思绪飞转，胸有成竹的小组

成员飞快抢答，只见初一（1）班学生楼

芷含诵读出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

及汪伦送我情”，淡定从容，风吹拂起

她的袖摆，恍惚间如同穿越回盛唐。

比赛中，最难的环节是“看诗识

花”。选手们需要在诗句“阆苑移根巧

耐寒，此花端合雪中看。羽衣仙女纷

纷下，齐戴华阳玉道冠。”中猜测诗人

所形容的花朵是什么。

“梅花！”一声呼喊，打破了竞技台

上正在思索中的安静，初一（7）班的 3
位选手齐声作答。“很遗憾，回答错误，

倒扣两分！”主持人叹息着说。原来，

这是错误答案。

紧接着，抢答权落在了 11 班，选

手使用了仅剩的场外求助机会。“兰

花！”“很遗憾，还是错误。”主持人提示

答案已经接近。小小的挫折反而激发

了台上台下师生们求知的兴趣，经过

一番排除，最后大家终于猜出了正确

答案——“玉兰花”。

“我们班 3名学生参加比赛，时间

紧，任务重，飞花令中每个字的相关诗

句大约要背 178 首，我承担了其中约

450首的诗词背诵。”楼芷含告诉记者，

短时间内积累与背诵大量诗句，考验

了自己与同学的诗词功底，但更重要

的是收获了学习的乐趣。

飞花令比赛渐渐落幕，学生们身

着汉服在游园里肆意穿梭，仿佛穿越

回汉唐魏晋，成群结队，猜谜对诗，言

笑晏晏，语文课堂外的情景，栩栩如

生。

学生以诗为友，老师以诗育人，在

诗情画意的文化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赴一场“诗词嘉年华”

“韩知妤，你是最棒的！”

“花朝节”活动现场，初一（12）班

学生韩知妤收获了无数的掌声与喝

彩。她作为 3 位参赛选手之一，代表

本班级行“飞花令”。诗词比拼中，选

手们你来我往，不得喘息，都不甘示

弱。韩知妤上台稳住阵脚，为班级争

得了荣誉，她对答如流，深厚的积淀，

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韩同学英朗的侠气，讲话铿锵有

力，斩钉截铁，诗词积累非常丰富，给

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李也回忆说。

“知妤本次活动选了素色的汉服，

平时她就喜欢魏晋时期的东西，这身

装扮是她自己花心思挑选的。”韩知妤

的妈妈告诉记者。

韩妈妈非常鼓励孩子参加这样的

活动，在她看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

方式，让活动丰富了孩子们的人文底

蕴，建立了文化自信。

语文教师李也，同时也是初一（9）
班的班主任，他在本次活动中作为主

持人，在身旁观察着这群年轻而富有

朝气的学生尽情投入比赛。与他人相

比，他更知道本次活动的不易。

去年因为疫情，“花朝节”在线上

举行，班级除了收集有关“花”的诗句

进行朗读和背诵外，就是游园活动，仅

有部分师生穿汉服。与去年相比，本

次活动创新意味十足，与音乐、美术等

学科交叉融合，初一年级全体师生身

着汉服，“情景更饱满，内容更扎实”，

活动变得更加立体、丰富。

如今，李也已参加了两届“花朝

节”活动，看着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

有味道，他由衷地感到欣慰。

除了紧张刺激的飞花令比赛，活

动中，学生们或成为小朗读者，坐在朗

读亭中轻诵词句；或参与征文比赛，透

过文字涤荡心灵，描绘心中的春日花

朵；或执笔作画，上色丹青手绘繁花；

或描绘白纸、油纸伞，在香囊上留下春

天，给“花”以形状。

“花朝节”前，初一（9）班学生黄兰

淇得知现场活动全年级师生都能身着

汉服，于是精心挑选了一件自己中意

的汉服，并且饶有兴致地对妈妈说起

自己对诗歌大会的期待。

“学校坚持学科活动与德育活动

联动融通的育人思想，多维度、多层次

地挖掘出传统节日的内涵，以诗会友，

以文育人，非常好。”黄兰淇的妈妈在

得知学校举办“花朝节”活动后，得到

机会进校园给孩子们拍照，她拿起相

机留下了诸多值得纪念的画面。

去年 9 月，黄兰淇刚迈入初中。

从小就对诗词十分感兴趣的她，小学

曾经参加过中国诗词大会成都赛区选

拔，多年的积累，小小年纪的她就已满

腹诗韵。

在这对母女看来，作为观众，看飞

花令比赛，惬意地游园赏诗词，成为春

暖花开的季节里充满人文风情的经

历。

“通过‘花朝节’，学生可以在活动

中学语文，弘扬民族文化，发现学习的

动力与乐趣。”学校初一语文备课组组

长朱余秀难掩内心的激动，她看到，本

次活动不仅走出课堂，更走进了学生的

内心世界，增长了人文素养，教育内涵

丰富且具体，成就了一场诗词嘉年华。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正

是踏青的好时节。周末，我对

女儿说：“宝贝，我们一起去外

面走走吧。”女儿看电视看得

津津有味，她头也不抬地回

我：“我不去，外面没啥好玩

的。”

我想起女儿喜欢花，于是

诱导她：“春天来了呀，外面开

了很多花，可漂亮了。你不去

看，过了这个时节花就谢了，

以后想看也没机会了。”一听

说有花看，她便来了精神，问

我：“现在有什么花呀？”

看她饶有兴趣，我开始卖

关子：“迎春花、茶花……还有

很多花，我都叫不上名字，我

们不是有识花软件吗，到时候

把手机拿出来扫一扫，不就全

都认识了吗？”

女儿听了很开心，立刻关

了电视，跟着我出了门。

我们刚走出大门，便看见

一家商铺门前摆着一盆粉色

的茶花。我指给女儿看，“这

是茶花，美吧？”

她走上前去，仔细地看了

看，又把鼻子凑上前闻了闻，

说：“我以为茶花只有红色的

一种，原来还有粉色的呀，这

粉嫩的颜色，真好看。”

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女

儿看到十字路口旁边的花坛

里开了好些花，姹紫嫣红的，

她被吸引住了。

“这是什么花？”女儿问

我。

“我也不认识，你拿手机

扫一扫吧？”女儿接过我递给

她的手机，她熟练地打开识花

APP，对着花朵拍了一个图，很

快结果就出来了。女儿扬了

扬手机，指着红色的花，骄傲

地告诉我：“这是报春花。”又

指着黄色的花对我说：“这是

三色堇。”她又扫了扫旁边玫

红色的小花朵，惊叫起来：“这

是石竹呀，我原来经常看到这

种花，可今天才知道它的名

字。”

路灯绿了，她还舍不得

走，直到把那些花全部识别

完，这才心满意足地过了马

路。经过一棵大树时，看到落

了一地的花瓣，女儿又停住了

脚。“妈，这是什么花？”我摇了

摇头。她便拿出手机扫了扫，

淡定地说：“樱花。”这下该我

惊讶了：“呀，是樱花呀，我还

是第一次看到呢，她是日本的

国花，在我们这儿居然也能种

活。”

我们走过马路，来到了小

河边。我教女儿认识了紫云

英、桃花、玉兰花，我们还通过

手机软件一起认识了海棠、山

茶等品种，我们一边享受着难

得的春阳，一边认识着这些春

天里才有的花朵，收获满满。

和孩子一起去外面走走，识一

识春花，这真是难得的亲子时

光。

女儿牵着我的手，扬着笑

脸，很期待地对我说：“下周，

我们还一起来识花吧。”我笑

着点了点头。

春暖花开之日，我和几位好友相

约出城游玩，感受春日的暖意。正是

万物复苏的季节，乡村的田野处处都

在向人们展示着崭新的面貌。途中，

路过一处村庄，恰见一户人家的小院

里，一树桃花开得正旺，朵朵粉红的桃

花，在枝头竞相绽放，我们被这一团清

新而柔和的粉色所吸引，忍不住慢慢

走近，细细品味、欣赏。这给满院带来

浓浓春意的花朵，有的在树枝上挨挨

挤挤，彼此之间亲密得像最要好的姐

妹；有的却悄悄躲到叶子下面，安安静

静独自绽放，就像一个个害羞的小精

灵……

“这桃花真美！我们老家的房子

也有一大片空地，我早在十年前就在

想，要在院子里种几棵树，可惜一直没

有动手去实现。如果那时把树种下，

每 年 春 天 ，也 应 该 是 满 院 春 色

了。……”我们当中年龄稍长的吴姐，

一边拿出手机各种拍，一边感慨着。

有人劝道：“后悔也没用了，时间已经

过去了。现在正是植树的好季节，心

动不如行动，周末我们就陪你一起回

家种树。”吴姐有些不好意思，连连称

道：“好主意，好主意！”

这番对话，倒让我想起一件事。

我家女儿天生对画画感兴趣，从她一

岁多时，就经常拿着油画棒乱涂乱

画。等到孩子上了幼儿园之后，我就

在学校附近给她报了一个幼儿美术

班，如今，她已经学了两年多。那

天，我去美术班接女儿时，看到老师

把她画的一张以巨嘴鸟为主题的画放

到大厅里展示。女儿兴奋地对我说：

“老师说我画得好，我的画被选中

啦！”小孩子总是这样，来自老师的

一点点鼓励，就能让她高兴半天。正

当我和孩子聊得开心时，站在旁边的

一位女子忽然说：“我儿子小时候也

特别喜欢画画，可惜我那时没把这事

放在心里，一心只忙着工作，到现在

说起这件事，他还有点埋怨我呢。我

想想也真是后悔，所以，当我家二宝

也表现出对画画有兴趣时，我就把他

送到这里来了，他学得可开心了。”

假如这位妈妈也向吴姐那样，只是一

遍遍后悔没有早点种树，而不是反思

之后行动起来，怕是在她家二宝身

上，也会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吧。幸

好，她觉醒得还不算晚。

我常常觉得种树和培养兴趣爱

好，或者说学会一种本领，其实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一棵树，从种下幼苗到

等它长大、开花、结果，一般也需要三

五年的工夫。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

情或对孩子的培养也是一样，如果只

是想想而已，没有行动起来，或者没能

长久坚持，那么，它永远只能是一种空

想。

不记得在哪本书上，我曾读到过

这样一句话：“种一棵树，最好的时

间是 10年前，其次是现在！” 我觉得

非常有道理。心动只是开始，行动才

是根本，就在这个春天，就从现在开

始，种下一棵树吧。你可以把它种在

某个空闲的院落、田间，也可以把它

“种”在心里，用心浇灌，耐心呵

护，无需多言，这棵“树”成长的脉

络也会清晰可见，这种安静却有力量

的成长，会默默传递希冀与力量，它

会不断向上，兀自有光。这棵“树”

不会让你失望，你只需要满怀期待，

一定会在某一年的某一天，不偏不

倚，与春天撞个满怀。

春天，陪孩子种下一棵树
■ 张军霞

识春花
■ 刘希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举办“花朝节”活动：

与与““花花””结缘结缘，，让诗词让诗词““活活””起来起来

“花朝节”为纪念百花生辰而设，是一个以赏
花、护花为主题的传统节日，通常于农历二月举
行。这样的传统节日，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活泼
生动、师生参与的文化场景？文字、艺术、音乐、
绘画等学科如何交相辉映，如春风化人？

这看似美好的设想，如今不仅在一所学校落
地，还成为了一年一度师生期盼的盛大主题月活
动。

阳春三月，已成为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汇源
校区语文学科主题活动月。今年，该校第5届“花
朝节”现场活动如期而至。学校初一年级14个班
近 700 余师生身着汉服，沉浸于汉唐魏晋的雅韵
中，赏花、诵花、绘花，其乐融融。

“在这美丽的春日，学校语文组开展飞花令
比赛、征文绘画展览、游园猜灯谜等活动，创新课
堂外的教学情境，师生们身着古装，吟诗诵词，领
略古诗词文化的魅力，使学生在乐中学，在学中
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七中育才汇源校区语文
教师李也说。

■ 记者 陈朝和 实习生 胡静 文/图

着汉服，乐游园。 猜谜对诗，趣味无穷。 博闻强识竞“飞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