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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首先，讲讲孟郊的故
事：

孟郊（751-814），唐代
诗人，字东野，湖州武康
（今浙江德清）人。现存诗
歌500多首，大多是五言古
诗，没有一首律诗。代表作
有《游子吟》。

孟郊从小死了父亲，
是在母亲的关怀与教育
下成长的。那时候男孩子
想要有出息，就得参加科
举考试。唐代的考试非常
复杂，一般来说，考上进
士才能当官。而参加考进
士的人太多太多，录取率
却很低。孟郊连考两次都
没考上，他非常失望，就
不想再考了。可是，他母
亲却鼓励他，让他发奋读
书，最后再考一次。他听
了母亲的话，终于在第三
次考试时考中了进士。据
说那时考上进士的，要举
行宴会。喝完了酒，泛舟
池上，听歌看舞。举行宴
会前的几天，进士们还要
骑马列队，从大街上和河
边上走过。这就是所谓的
骑马游街。

孟郊考上了进士那年，
已经是46岁（有人说是45
岁）了。从下面他写的《登科
后》一首诗中，可以看出当
时的情景：“昔日龌龊不足
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

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

但是，孟郊没有马上
当官，直至50岁时，才让他
任溧阳（今属江苏常州）县
尉，在县官手下管理治安
一类的事情。后来他又转
到到洛阳当官。

他在溧阳上任不久，
就派人把年老的母亲接
来。据说，这首《游子吟》，
就是母亲来到的头一天晚
上写的。

孟郊一生的遭遇很
苦：早年丧父，中年丧妻
（他前后结婚两次，都没几

年就死去了），老年丧子
（他共有过4个孩子，最大

的只活了10岁，其余只活

几个月就死了）。60岁时，
因母亲逝世，辞官。

母亲死后，孟郊的身
体很不好。他的《秋怀十五
首》的第十首诗是这样写
的：“幽苦日日甚，老力步
步微。常恐暂下床，至■不
复归。”后来，有朋友推荐
他做更大一点的官，他同
意了。但途中突然得病，死
去了。

孟郊一生最大的爱好
与成就在于写诗。

元代的大诗人元好问
给孟郊起了个“诗囚”的名
号：“东野穷愁死不休，高
天厚地一诗囚。”那意思就
是，孟郊被诗歌所囚禁而
不能挣脱。这说明，孟郊对
诗的酷爱到了难以割舍的
地步。他自己就写过一首
题为《夜感自遣》的诗，可
以证明元好问送他的名号
很有道理：“夜学晓不休，
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
心与身为仇。”

韩愈是孟郊最好的朋
友，对他的诗评价极高。孟
郊比韩愈大18岁，他俩是
忘年交。韩愈曾多次写信、
撰文、赠诗给孟郊，甚至孟
郊死后的墓志铭都是他亲
自写的。

其次，试着用白话翻译
这首诗：

慈祥的母亲为将要远

行的儿子缝制衣衫，

那针脚密密相连，

怕只怕迟归的儿子衣

衫破烂。

啊！谁敢说春天小草

的感恩之心，

能报得完春天阳光的

恩典？

最后，赏析这首诗。先
解释两个词语：1. 寸草：指
春天的小草。2. 三春晖：指
春天的阳光。三春，即是指
春天。因为春天有三个季
节：孟春、仲春、季春。晖，
指阳光；不能写作辉。然后
具体讲讲这首诗好在哪
里。

古今表达母爱的诗很
多很多，其中最能引起无
数读者共鸣的，恐怕就是
孟郊的《游子吟》了。

一.说说前两句“慈母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这里写人的关键词语
是“慈母”和“游子”，写物
的关键词语是“线”和

“衣”。这样写就使母亲的
针线与儿子的衣衫连在了
一起，人与物的结合，写出
了母子相依为命的骨肉之
情。联想到诗人早年丧父
的遭遇，就更加撞击读者
的灵魂。

二.说说中间两句“临

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这两句集中描写慈母
为将要远行的儿子缝制衣
衫的动作细节与此时此刻
的心理活动。

母亲的手在一针一线
地缝着，这一针紧挨着那
一针，线线相连，细细密
密。这是写母亲的动作细
节。

那么，母亲为什么要
密密地缝呢？

原来，她是担心儿子
一旦远行迟归啊！要知道，
那时可不像现在，可以乘
火车、坐飞机；有钱人远行
可以骑马，像孟郊这样的
人只能靠两条腿。儿子远
行后，往往几个月甚至几
年都可能音信全无，因为
那时可没有电话，更不知
道什么叫手机呀！

其实，母亲的内心是
盼望儿子早点归来的！可
她又知道，这可不是由她
决定，也由不得她儿子决
定。因为她儿子此行不是
去学习知识与本领，就是
去求取功名。而这一切都
关系到儿子一辈子的事
啊！

母亲只是这样想啊
想，却没有说一句话，没有
流一滴泪。但是，一片深深
的母爱却温暖着每一个读
者身心，催人泪下。

这里请读者注意：母
亲“临行密密缝”这个动
作，是孟郊看到的呀！“意
恐迟迟归”这句话，也不是
母亲自己说出来的，而是
孟郊这个儿子的心声呀！
所以，这首诗所传递的，也

有儿子对母亲的深情！

三.说说最后两句“谁

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孟郊在这两句诗中，
用了三种修辞手法：

1.比喻。他把母亲对儿
子的大爱比作春天的阳
光，把儿子对母亲的感恩
比作春天刚刚长出来的小
草。诗人把自己比作小草，
意思在说，小草是在阳光
哺育下生长出来的；现在
小草长出来，正是为了报
答阳光哺育它的恩情啊！

2.对比。这个对比又有
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春天的阳光
与春天的小草对比：尽管
小草为大地送来些许绿
色，但与给世界（包括小
草）献出温暖与光明的阳
光相比，就显得非常渺小！

第二层是儿子的报恩
之心与母亲的慈爱之心相
比：尽管儿子倾其所有来
关怀与扶养母亲，但与母
亲倾其一生对儿子的培育
和牵挂相比，就显得不值
一提！

3.反问。这两句话如果
用白话陈述出来，就是这
样：儿子小草般的感恩之
心，是报答不完母亲那像

春天太阳一样的光辉的。
而如果用白话反问句表
达，则是：儿子小草般的感
恩之心，怎么能报得完母
亲那像春天太阳一样的光
辉呢！诗人用这种句式不
仅写出母爱的伟大，更写
出了儿子因无法报答母爱
的那种极其痛苦的心情！

所以，这首诗与其说
是书写母爱的感人之作，
不如说它更是表达母子相
互牵挂的经典诗篇。还想
加一句：这首诗是从诗人
心底唱出的一支母亲爱儿
子、儿子爱母亲的颂歌！

文章结尾时，我要告
诉读者，现在的浙江德清
县城武康镇，有孟郊故里。
那里有东野古井和孟郊
祠；还有春晖公园，园内有

“慈母春晖”长幅浮雕，镌
刻了现代著名作家冰心亲
笔书写的《游子吟》。你如
果旅游，是不是可以去看
看。

已逝的现代诗人汪国
真写过《母亲的爱》，其中
有这样几句：“我们也爱母
亲，但和母亲爱我们不一
样：我们爱母亲是溪流，母
亲爱我们是海洋！”请读者
想想：他的诗是不是受到
《游子吟》的影响呢？

文/李淑章

《游子吟》赏析

文学语言的准确性
文学语言要求准确。

叙述描写也好，抒情议论
也好，都要求选用恰切的
语言材料，把客观事物和
主观感受准确地表达出
来。为此，作家须对人事景
物和思想感情作细致深入
的体察，并在语言的锤炼
上狠下功夫。

一九二三年秋，朱自
清去浙江观赏梅雨潭。梅
雨潭很小积水却相当深。
水源，就是从山上泻下的
梅雨瀑。朱自清已经是第

二次来到这个地方了，兴
致勃勃。远远看去，从高处
挂下来的梅雨瀑，被山岩的
棱角形成大小几绺水带。飞
溅 出的水花，冰清玉洁，触
动着朱自清的情怀。别人介
绍过，说梅雨瀑、梅雨潭之
所以得名，就因为溅出的水
花如梅花。朱自清的脑海
里，不禁凝成了这样富有诗
情画意的语句：

“岩上有许多棱角；瀑
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
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
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
芒；远望去，象一朵朵小小

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
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
所以得名了。”

这些话，后来都写进
了著名的散文《绿》。

然而，“梅雨潭”的得
名，并非因为“水花和白
梅”。在一本浙江地方志
中，记载着真正的原因：

“两岩陡峭，飞流溅沫，烟
雾蒙蒙，宛若梅雨。”温州
当地人认为，那瀑布溅起
的水花，很象江南黄梅季
节飘飞的毛毛细雨。朱自
清根据不甚可靠的传闻，
对水花所作的描绘，虽然

也挺生动，但是毕竟有“望
文生义”之嫌。仔细想想，
在“远望”的条件下，如烟
如雾的水花，很难说“象一
朵朵小小的白梅”。这也许
是作家的一次微不足道的

“失误”。
可贵的是，朱自清写

下上边那段话的时候，就意
识到以白梅喻水花，未必见
得贴切。无论如何，还没有
把作家的体会恰到好处地
表述出来。于是，他的笔下
又出现了下面的两句话：

“但我觉得象杨花，格
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

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
啊，春天的杨花！一小

簇，一细团，白花花，毛茸
茸的，象飘忽的游丝，象迷
蒙的烟雨，悠悠地飘散在
空中……朱自清从自己的
实感出发，到底把飞溅着
的水花那种“烟雾蒙蒙，如
降黄梅时节的毛毛细雨”
的情态，逼真地“画”出来
了。朱自清凭自己的观察
力、想象力和高超的语言
表达能力，改正了别人难
以发现的“失误”；《绿》的
语言便达到了高度精确并
经得住反复推敲的境界。

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
夫说，力求把你所见的东
西，把你意识中结晶了的
东西表现得最准确，需要
麻烦细腻的劳动。作家面
前摆着词汇的汪洋大海，
表现任何一种思想形象，
需要十个、十五个、二十个
字眼……朱自清精心选用
比喻的例子，生动地说明
文学语言的准确性，同作
家的思想艺术修养和创作
态度有何等密切的关系。
怪不得古人要有“吟安一
个字，捻断数根须”的感慨
了。 文/田 彬

◎◎田野拾穗

◎◎淑章谈古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