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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语文课堂中讲授的诗歌对于学生的学习、情感的积淀、文化的提升都有巨大的作用。诗歌教
学需要挖掘其最大的文化价值及情感内涵,充分调动起学生学习诗歌的积极性。白居易是我国古代文学
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所创作诗歌存世三千余首,其中的咏物诗占其诗歌总数的大部分。若想认真分析
白居易所创诗歌,首先可从其创作手法以及咏物诗中的所咏意象进行分析,最后着眼于咏物诗的诗歌创
作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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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修辞手法

1.3.1托物言志

语文课堂的诗歌选录、讲解均是经

现有的文学体裁中,诗歌这种通过

诗人描绘事物,多表现为描绘事物

过层层选拔择优而讲,如何将选录诗歌

平仄相对、合辙押韵来对每句话的字词

而后言志。《白云泉》中：“天平山上白

讲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是需要教师在

进行反复推敲的已不多见。《围炉诗话》

云泉,云自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

备课、磨课的过程中反复琢磨的。本文

是这样论说的：“意思犹如五谷也。文,

更添波浪向人间。”此诗中描写的是一位

主要以白居易的咏物诗歌作为研究对象,

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也。”笔者

胸怀高远、淡泊名利、希望远离世俗牵

以期发现咏物诗的讲解要领,将诗歌文

依次从比喻、拟人两个方面对白居易咏

绊,具有出世归隐思想的仕人。

化更好地讲授、传播、发扬下去。

物诗的修辞手法进行浅析。

1 初读领会咏物诗中的创作手法

1.2.1比喻

创作手法包括表达方式、修辞手法、

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始自《诗经》

表现手法等。

1.3.2借景抒情
历来文人骚客在面对大自然事景
物的时候,常用借景抒情的手法,在描

就以“赋、比、兴”三种方式进行描写。

绘壮阔景色之时抒发自己的情感。《涧

1.1表达方式

其中对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则更为

底松》中：“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

1.1.1描写

显著。比喻手法分为明喻、暗喻、借喻。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君不见沉沉

白居易咏物诗的表达方式多见于描

诗篇《忆江南》中就使用了明喻这一修

海底生珊瑚,历历天上种白榆!”这首诗

写。
《唐宋诗醇》卷十九中是这样评价这

辞手法。这首词中的“日出江花红盛火,

描写的既有历史事实,又不乏生动形象

句诗的：
“香山集中,古体多以铺叙见成,

春来江水绿如蓝”一句以比喻手法形成

的比喻,突出了“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

短篇间以含蓄蕴藉生姿,此首短峭中殊

了颜色的鲜明对比,既表现出了江南春

愚”的写作主旨。

有远势,‘高意犹未已’五字尤妙。”白

天的优美风光,又深切地表现出对江南

2 次读体悟咏物诗中的意象

居易在描绘挺拔的孤桐来说明立身于世

美景的思恋。

白居易是唐代诗人写作咏物诗数目

的人,也应该在内心中竖立一种标准,如

1.2.2拟人

较多的一位,他创作的咏物诗题材取题

此方能成大器。

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中就运用

甚广,不管是天时节令还是花草虫鱼,均

1.1.2抒情

这一修辞手法：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

可以作为自己诗歌创作所咏叹的对象。

抒情手法是与叙事相对而言的,具

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

2.1咏物诗中的植物意象

有较强的主观性、个性化等特征。白居

入此中来。”这首诗中,灵动的笔触将春

盛唐之际所咏叹的植物大多是繁茂

易的咏物诗中采用抒情手法的俯首即是,

光拟人化,春光如同顽皮的小孩,转来

之象。
《咏柳》一篇：
“碧玉妆成一树高,

诗歌所抒发的感情主要是面临前路漫漫

躲去。

万条垂下绿丝绦。”满眼中尽是绿色、尽

而产生的迷茫,针对时代不公而引发的

1.3表现手法

质问。并非所咏物诗歌都有描绘物性的

白诗的咏物诗篇的表现手法主要见

内容,重点在于抒怀记叙手法。

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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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机活力。
2.1.1咏物诗中咏叹竹子
竹子是君子的象征,诗人喜竹,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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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亦是品行端正之人。最初对竹子赋予

但在白居易的诗歌却有5首咏叹白发的

创作诗歌,体会合辙押韵的内涵。不管是

人之品质论述是在《礼记》中：
“其在人

诗歌描述有《初见白发》
、
《早梳头》等。

中学生还是小学生,我们都应在课堂中

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

白居易向来对生命的含义体会颇深,故

培养其诗歌创作的意识,初步引导学生

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

而对白发意象甚是敏感,其中有一作品

对音韵的了解,为形成较高文学素养奠

柯易叶。”
《诗经·卫风·淇奥》中的“绿

名为《上阳白发人》：
“上阳人,红颜暗老

定良好基础。

竹猗猗,有匪君子。”在《白居易集》中

白发新。”通过描写宫女的悲惨境遇,揭

古代诗歌以其合辙押韵、谱词造曲

以“竹”这一意象来写作的诗歌共十六

示了后宫佳丽的悲剧命运。既弥漫着对

而闻名于世。诗人创作的诗歌常常带有

余首,《洗竹》、
《竹窗》等作品中都有对

生命短暂的无奈,又在言语中有看透未

当时情景下的细微情感以及思想内涵,

“竹”的描绘赞扬。

来生死的意味。

诗歌也向来被称作是“语言的王冠”,

3 再读体会咏物诗在课堂的学
习过程

故而学习诗歌无论是对于培养学生素养

2.1.2咏物诗中咏叹白牡丹
牡丹素来是雍容华贵的象征,白牡

还是传播中华文化都是大有裨益的。

丹因其素淡之色受到了冷落,白居易就

3.1基础诵读悟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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