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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戏

田汉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少时
就积极投身革命活动，参加了湖南革命党人组织的学
生军。在革命老人徐特立的关怀和资助下，田汉学习
刻苦勤奋，成绩优异。徐特立注重启发学生们了解社
会形势，关心国家大事，锻炼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写诗
作文的才能，这些对田汉的一生影响很大。

田汉自幼酷爱戏剧，童年时就喜爱看皮影戏、木偶
戏、湘戏以及农民自己演唱的花鼓戏。后来在长沙看
到文明戏（话剧），更萌发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

1916年秋，田汉求学日本，加入“少年中国学会”，
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发表文章。1920年，田汉在东京
发表剧本《咖啡店之一夜》等，开始走上了戏剧创作道
路。

1922年9月回国后，田汉致力于戏剧运动，创办南
国剧社、南国艺术学院、南国电影剧社等，合作主编《南
国周刊》《南国月刊》等杂志，他团结一批知名艺术家和
进步青年，在恶劣的条件下艰苦奋斗，开创了话剧运动
的新局面。1927 年，田汉被推选为上海艺术大学校
长，他重视培养文艺人才，培养出戏剧界的郑君里，美
术界的吴作人，音乐界的冼星海、聂耳等。1930年初，

墨守成规：谁言墨子无创新
刘玉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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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积极向上的《秋词》
连云港市徐山中心小学五（5）班 薛雅文 指导老师 杨少华

人生如戏，这是一个常见的比
喻。之所以有这个比喻，是因为人生
与戏剧有着较高的相似度。

一个人从降生到辞世，犹如一场
戏从拉开帷幕到落幕；人生以社会为
舞台，戏剧以舞台为社会；人生有低谷
高峰，剧情有跌宕起伏；人生以理想目
标为指引，戏剧以编剧导演为依归；百
样人有百样人生，戏剧有喜剧、悲剧、
正剧……

“人生如戏”寥寥四字，既有着几

分阅尽沧桑后的淡然，也有着几分历
经风波后的感慨。

因而，没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没有
一定的人生经历，道不出人生如戏的
话语，悟不了人生如戏的精髓。

当然，戏自是戏，人生自是人生。
人生只是如戏，终究不是戏，比喻总是
蹩脚的。人生不容戏说，更不容戏
对。戏剧可以多次排练，剧本可以反
复修改，演砸了还可以重来。人生却
没有排练，不容出岔，往往一步行错，

一失足成千古恨。
因此，每个人都要认真对待自己

的人生大戏，不仅要有高洁的理想、高
远的目标，还要有周密的计划、严谨的
行为，处处留心，才能演绎出精彩的人
生喜剧。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以兽皮

或纸板做成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表演
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影人，一边用当
地流行的曲调讲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
浓重的乡土气息。其流行范围极为广泛，并因各地所
演的声腔不同而形成多种流派。

皮影戏发源于我国西汉时期的陕西，距今已有一
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由人配音的活动影画艺
术。在中国，不少地方戏曲剧种是从皮影戏衍生出来
的，而皮影戏所用的幕影演出形式，以及表演艺术手
段，对近代电影的发明和现代电影美术片的发展也起
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有人就认为皮影戏是现代“电影
始祖”。因此，皮影艺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很高
的艺术价值。

夸父是中国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中的人物。
相传在黄帝时期，北方大荒中有座名叫成都载天

的大山，居住着大神后土的子孙，称夸父族。因为他们
个个身材高、力气大，所以又称巨人族。他们尤其喜欢
替人打抱不平，曾帮助蚩尤部落对抗黄帝部落，但是被
黄帝打败。

“夸父逐日”的故事出自中国先秦奇书《山海经》。
故事说，有一年天下大旱，夸父族首领想把太阳摘下以
消除旱灾，于是开始追逐太阳。结果他跑得口干舌燥，
于是相继喝干了黄河、渭水的水。但是还不够，他就准
备去喝北方大泽中的水，却在奔向大泽的半路上渴死
了。他的手杖化作桃林，成为人类的桃花源；他的身躯
化作了夸父山。“夸父逐日”的故事，寄托了中国古代先
民战胜干旱的愿望，更反映了中国人“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的勇敢精神和光明慈爱的淳朴性格。在中
国的许多古书中，都记载了夸父逐日的相关传说。

现在人们往往把思想守旧、不知
变通称为“墨守成规”，但你知道最初

“墨”指的是什么，“守”又是守什么
吗？这就牵涉到战国时期两位非常著
名的人物，即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和木
工的祖师爷鲁班。一位主张兼爱、非
攻，不遗余力地阻止战争；一位是能工
巧匠，曾专门研究、打造先进的攻城利
器。他们曾发生过怎样的碰撞呢？

有一次楚国要攻打宋国，鲁班特

地为楚国设计了云梯用来登高攻城。
墨子在齐国得到这个情报后，急忙赶
往楚国劝阻。他用简单的实物，模拟
出一方攻城一方守城的场景，现场进
行了战争推演，结果鲁班攻城的器械
已经使尽，而墨子的守城计策还有很
多。最后鲁班说他有办法对付墨子。
墨子很聪明，一下子就明白了究竟：鲁
班的主意是杀了墨子，这样就没有人
帮宋国守城了。墨子说：“我还有门徒

三百人，早已守在宋国等
待你们进攻了。”楚王眼看没
有把握取胜，便取消了攻打宋
国的计划。

因为墨子善于守城，所以古人
就把善守、固守称为“墨翟之守”“墨
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守”一
般都不再指守城，而是指守旧。“墨守
成规”也逐渐演变成了贬义词。

（本栏目由中华成语研究会协办）

秋天到了，天清地阔，云卷云舒。
稻谷谦逊地低下了头，一派丰收景
象。然而诵读关于秋天的古诗词，我
发现其中咏叹悲伤离愁的居多，所以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秋词》就格外令人
耳目一新。

开篇两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胜春朝”，让我看到了一个自信的
诗人和他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秋日
胜春朝”，用对比手法，热情赞美秋天，

说秋天比那万物萌生、欣欣向荣的春
天更胜一筹。春天是希望的季节，值
得我们去赞美；而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不也值得我们去赞美吗？

后两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
诗情到碧霄”，不仅让我看到秋高气
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一只雪白
的仙鹤直冲云霄，也让我仿佛看到
了诗人刘禹锡在秋天的原野上高声
朗诵诗句，那诗情也随着白鹤一起

直冲云霄。
老师告诉我，刘禹锡因为参加

革新运动而被贬，这首诗是诗人被
贬为朗州司马时所作。诗人在遭
受严重打击后并没有消沉，这种
心境是多么可贵呀！

我喜欢刘禹锡的这首《秋
词》，更敬佩刘禹锡的为理想而
奋斗的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和高尚情操。

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软禁于南京。田
汉利用国民党当局允许他在南京搞戏剧活动的机会，
组织了“中国舞台协会”，约请上海戏剧界的洪深、舒绣
文等人在南京演出《械斗之歌》《洪水》等剧，反映人民
的疾苦。

1937 年抗战爆发后，田汉在全国抗日洪流激励
下，很快写出了宣传抗日的多幕剧《卢沟桥》，但遭到国
民党当局的查禁。8月，田汉回到上海，组织上海戏剧
界救亡协会。不久他来到长沙，与廖沫沙等筹办《抗战
日报》。1938年夏，田汉来到武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

在革命和艺术的熏陶下成长

在文学和戏剧创作中前进

在抗日救亡的战线上斗争

田汉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发起成立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在田汉的影响和带动下，大批文学和
戏剧方面的优秀分子投身左翼运动。

1932年4月，田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创作
的话剧《梅雨》《1932年月光曲》以及电影《三个摩登女
性》《民族生存》等，都洋溢着磅礴的战斗激情，喊出了
人民的心声，对当时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
用。1934年他创作的由聂耳作曲并主演的新歌剧《扬
子江的暴风雨》在上海演出闭幕时，观众群情激愤，高
喊“打倒帝国主义”，久久不愿离开剧场。他还与著名
音乐家聂耳、冼星海、贺绿汀合作，创作了《毕业歌》《义
勇军进行曲》等优秀歌曲。

导下，主持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抗日宣传工
作，广泛团结文艺界爱国民主人士。在田汉的主持下，
有10个抗敌演剧队和4个戏曲宣传队分赴各战区和后
方演出。同时，他还多次赴前线慰问，奔波于炮火硝烟
之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田汉积极倡导戏曲改革，
并先后写出了话剧《关汉卿》《文成公主》和京剧《白蛇
传》《谢瑶环》等优秀作品，成为他一生戏剧创作的最高
峰。

田汉是我国现代戏剧奠基人之一。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毕生从事文艺事业，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
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夏衍评价他是“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戏剧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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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了，风里雨里从未停
过；五年了，寒冬酷暑也未歇
过。从中班懵懵懂懂的基础动
作，到长大后穿起舞裙翩翩起
舞，我所学的每一支舞，都如破
茧成蝶，一步一步成长蜕变。

中班时一次排练，我突然
忘记了动作。回家后我对照视
频仔仔细细地复习，终于在表
演时娴熟流畅地跳完了整段舞
蹈。当时，年幼的我明白了“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松
懈怠慢，不论是平时训练还是
上台表演，都全力而为。有一
次，为了排练新节目，每天我都
匆匆吃完晚饭准时来到教室。
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拉长手
臂，踮起脚尖，不停旋转跳跃。
摔倒很多次，膝盖都红肿了，可
我依然坚持着。在音乐声中，
我仿佛置身于金碧辉煌的殿
堂，而我演绎的正是芭蕾舞剧
中最美的角色。到正式演出
时，我和小伙伴的表演赢得台
下热烈的掌声。

踮起脚尖，拥抱艺术。我
喜欢踮起脚尖的感觉，因为能
看得更远。

阿明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他有一双虽然不大却炯炯有神
的眼睛，鼻子也不大，对比之
下，他的耳朵和嘴巴就显得特
别大。玩耍的时候，他时常张
开大嘴，吓唬我们说：“我是大
老虎，我要吃掉你们！”那萌萌
的样子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他和我有共同的爱好——
踢球和看书。星期天的时候，
我们总会邀上几个小伙伴到船
闸公园的草坪上比试一场。玩
累了，就坐在草地上一起讨论
书中的故事情节。

阿明头脑非常灵活。隔三
岔五老师总会出道难题让我们
思考，就当我们还在绞尽脑汁
苦思冥想时，阿明已经说出答
案了。大家都很佩服他“脑袋
瓜”的运转速度。

这就是我的朋友阿明，想
和他交朋友吗？想的话就找我
来引荐吧！

踮起脚尖的爱
海门师范附属小学
四（3）班 陈雨青
指导老师 朱晓军

我的朋友阿明
响水县解放路小学
三（5）班 唐子祎
指导老师 张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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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人陌生人陌生人”””
常州市第五中学

高二（5）班 贾亦菲

打小时候起，从父母、老师到
媒体，众口一词地告诫我们：保护
好自己，远离陌生人！

“陌生人”真的有那么可怕
吗？从留学生章莹颖美国遇害，到
杭州 9 岁女童失踪……一桩桩案
件似乎也在提醒着我们：确实要跟

“陌生人”保持距离！
然而，当我在街头身处困境

时，向我伸出援手的却是“陌生
人”……

周三的晚上，刚吃完泡面还不
到40分钟，胃里便开始泛酸，习惯
告诉我——我的胃炎复发了。为
了不影响妈妈工作，我硬生生熬过
了晚自习，中途吐过两次。等到放
学时，已经感觉头重脚轻，身体变
得轻飘飘的。

学校对面的超市还开着，想起
苏打饼干可以中和胃酸，我昏沉沉
地走了进去。

结账的是一位 30多岁的陌生
阿姨，头发盘着，戴着红框眼镜。

“同学，这么晚了怎么一个
人？”她关切地问道。

“我刚下晚自习，家就住在对
面，妈妈好像来迟了，还没来接
我。”我答道。

阿姨的下一句话如同水滴落
在平静的湖面上，在我的心间激起
圈圈涟漪。

“这么晚了，还是阿姨送你回
家吧！我看你的脸色也不太好，反
正阿姨晚上也没事，送你回去吧！”

时间仿佛静止了，素昧平生的
陌生阿姨竟能如此和善，我内心不
能不感激这个充满爱的社会。

无独有偶，就在两天前，我又
遇到了两个可爱的陌生人。

这天，帮同学复习完功课，告
别同学，我马不停蹄地赶到车站
时，刚好赶上回家需要乘坐的公交
车。一上车我就开始寻找公交卡，
但是翻遍了全身上下的口袋还有
书包，都不见公交卡的影子。

这可怎么办呢？我心急如焚，
不知所措。

“帮她也刷一下吧！”不远处传
来轻脆的声音。顺着声音望去，一
个高高瘦瘦的男生正转身对身后
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生说。

“滴答”三声刷卡声音响起时，
我才回过神来。走在前面的男生
回头看了看我的校服，脸上泛出一
抹笑容：“你也是五中的吧？”

我点了点头，当我看到男生手
臂上挂着的酱红色的校服后，才突
然意识到我们竟然是一所学校的。

在我面前，这个世界或许充满
着陌生感，可是我遇到的那些陌生
人不但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甚至
还常常是可亲可爱的。或许，当我
们怀着一种戒惧心理，小心翼翼地
走进社会时，也不过是旁人眼里的

“陌生人”。如果说，爱能拯救世界
的话，那么，就不要让我们成为别
人眼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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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独特视角，
用如诗的笔触，舒卷自如地为我们描绘了一
个生机盎然的阅读天地、实践天地，将农家
书屋给农村孩子带来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出
来。

以《农家书屋，我愿成为你的点灯人》为
题，透射出小作者对农家书屋深深的眷恋之
情。一位酷爱阅读、乐于公益的少年形象跃
然纸上，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小作者美好的
心灵和良好的精神风貌。

先写了自己在农家书屋的阅读体验。
在书屋，小作者与鲁滨逊一起漂流，学会了
坚强地面对各种困难。《福尔摩斯探案集》不
仅让小作者学会了遇到问题和困难时要细
心观察、冷静分析，同时增长了知识和见识。

正是由于有了这一次次的亲身经历和
阅读体验，才有了替外公管理农家书屋时的
有条不紊，有了独自管理书屋时的自信与从
容。带上外公掌管的钥匙打开门，“学着外

公的样子，开窗、通风、扫地、抹桌子，又从村
部小店搬来了两箱矿泉水”……这是农家书
屋给予他的满满收获。

在小作者的感召之下，陆续到来的小伙
伴加入了阅读的行列。我仿佛听到了孩子
们的欢笑声，看到了孩子们潜心阅读的身
影。乡村不再沉寂，孩子们的生活也不再单
调。这一切，凝聚着党和政府对青少年的关
心，当然也有小作者辛勤的付出。所以在小
作者的心中，乡村充满了“春天芳草的清
香”，内心特别的愉悦。

农家书屋点亮了农家孩子的阅读世界，
也开启了小作者心灵的窗户，于是，便有了
作者“更愿做一位农家书屋的点灯人，和外
公一起管好书屋，用好书屋，带领村里的同
学们多读书、读好书”的想法。

小小年纪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情
怀，值得点赞。

——点评老师 施玉芳

诗露花语

祖国，我为您祝福 （儿童画）

泰兴市襟江教育集团济川校区六（1）班 丁紫竹
指导老师 丁海涛

南京市五老村小学五（6）班 崔宸曦
指导老师 汪 琴

祖国，
您是一首歌，
激昂的旋律里，
我听到了：
奔腾的黄河
澎湃着奔流不息；
勤劳的人民
努力地创造奋斗。

祖国，
您是一幅画，

“一带一路”
再现新丝绸之路的繁荣；

“复兴号”
串联起广阔的锦绣山河。

祖国在我心中，
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
在您温暖的怀抱里，
伴着书声快乐成长，
载着梦想展翅翱翔。
让我们送上70华诞
最真挚的祝福，
争做好少年，
努力实现
伟大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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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社区实践活动的地点在二桥村活动
中心，中心有一间 30 平方米左右的农家书
屋。书屋朴素、整洁，崭新的书柜中整整齐齐
地摆放着各类书籍，有农业科普、医疗保健、
世界名著，还有我们小学生喜欢的少儿读物、
卡通读本、漫画书、作文书等。我喜欢在这里
看书，因为可以“见到”我的偶像：冰心、老舍、
朱自清、雨果、夏洛蒂·勃朗特等中外著名的
大作家，当然，还有我们中小学生追捧的作家
杨红樱、伍美珍等。因此，书屋对参加暑期社
区实践的同学们特别有吸引力。

外公是活动中心的负责人，掌管书屋大
门的钥匙。清晨六点半，我便和外公来到了
活动中心，开窗、扫地、擦桌、准备当天的矿泉
水……然后，我一头扎进书屋，尽情地遨游在
书海中，等待同学们的到来。

我迷上了《鲁滨逊漂流记》，我同情鲁滨
逊的遭遇，同时敬佩他坚持不懈的精神。我
还迷上了《福尔摩斯探案集》，高高的个子、敏
锐的思维、坚定的意志，加上一双令犯人闻风
丧胆、让谜题迎刃而解的正义之眼——这就
是闻名天下的神探福尔摩斯……

那天早晨，外公郑重地对我说：“橼橼，今
天外公有事要去镇上，你待会儿代我管理一
下书屋！”“什么？我？可我从没有管理过
……”不等我说完，外公就急急忙忙地出门
了。

唉，想到我的福尔摩斯，想到还有许多同

学等着看书，我只好拿起钥匙，向活动中心走
去。

打开门，我学着外公的样子，开窗、扫地、
抹桌子，又从村部小店搬来了两箱矿泉水。
一切准备就绪后，我拿起了我的《福尔摩斯探
案集》，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同学们陆陆续
续地来了，拿起心仪已久的书，也加入了读书
的行列。不知为何，我觉得今天的心情格外
舒畅，今天书里的故事也特别精彩。福尔摩
斯在有限的时间里，先后解开了血字的秘密，
发现了四个签名的阴谋，揭穿了红发会，阻止
了深藏在它背后的银行抢劫案……这一切都
离不开福尔摩斯的智慧和胆识。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后，我对自己也越来
越有信心了。之后几天，外公不是去镇上开
会，就是去农户家走访，我呢？当然成了农家
书屋的“当家人”，虽然比纯粹的读书忙碌些，
但我也乐此不疲。

自从村里开放了暑期实践活动中心，村
里的农家书屋点亮了乡村孩子的阅读世界。
孩子们的欢笑声打破了村委大院沉寂已久的
静谧，乡村的早晨不再孤寂，我的生活也不再
单调。置身于农家书屋，陶醉于知识海洋，徜
徉于智慧星空，我感觉到春天芳草的清香、秋
天收获的喜悦……

我更愿做一位农家书屋的点灯人，和外
公一起管好书屋，用好书屋，带领村里的同学
们多读书、读好书。

在我的笔盒里，有这么一支宝
贝得连别人摸一下都不行的钢
笔。这支钢笔是爸爸给我买的礼
物。那天，我和爸爸来到文具市
场，在成百上千支钢笔中，我一眼
就相中了这支我认为最适合我、品
质最好的钢笔。

这支钢笔最令我自豪的就是
它的外貌，浑身上下都是散发着高
贵气质的银色，就像是穿上了一件
帅气的银色披风。一打开笔帽，看
见那泛着淡淡墨水的笔尖，就知道
它已经陪着我“久经沙场”了。笔
尖下面的握笔器，能帮我纠正握笔
姿势，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再往
下就是装墨囊的地方了，从外面可
以看见墨囊里面还剩多少墨水，如
果没有了，就重新换上墨囊，这样
钢笔又可以陪着我一起“战斗”了。

我的钢笔不仅外表美观，而且

写出来的字既漂亮又清晰。
暑假里，妈妈给我报了练字

班。在那个班里，大家的水平都很
高，我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几
乎每次老师都要花很长时间为我
纠正错误。等到练字课考试那天，
我带上了这支心爱的钢笔，准备

“背水一战”。拿起它，我将自认为
最美观的字认认真真地写了出来，
笔尖仿佛是一位舞者，在练字格上
翩翩起舞。这时，我发现老师用赞
许的目光看着我的练字本，目光背
后又似乎隐藏了一丝惊讶。

这次考试，我得了“优秀+”，
是全班最高分，我的钢笔似乎也在
笑着对我说：“这次的成绩有我的
功劳哦，下次碰到有关写字的事情
就来找我吧！”

对于练字我更有信心啦。这
就是我心爱的钢笔，你喜欢它吗？

教师荐评

海门市国强小学海门市国强小学
六六（（11））班班 成姜橼成姜橼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 施玉芳施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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