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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屿何年改玉环——玉环诗词拾趣

主持人：周薇薇
嘉宾：姚金宝
周薇薇：观众朋友，欢迎走进 《阅
声书房》。“蓬莱清浅在人间，海上千春
住玉环。”（《玉环杂咏 其一》） 这是王
咏霓由衷赞叹的玉环；“览胜重来访玉
环，山灵更与逞清颜。”（《重游玉环胜
境》）， 这 是 平 文 炳 久 别 重 逢 的 玉 环 ；
“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游赤石
进帆海》），这是谢灵运笔下海产丰收的
玉环。这期 《阅声书房》 就让我们循着
诗词的韵味，品“乡土诗话”，诵榴岛雅
韵，在诗词的长河中，品读诗意玉环。
今天走进 《阅声书房》 的嘉宾是玉
环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姚金宝。姚老
师，您好！
姚金宝：主持人好，大家好！
周薇薇：今天现场还来了许多古诗
词创作方面的学者、老师以及学生们，
也欢迎大家。
姚老师，我请教一下，古诗里的玉
环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姚金宝：玉环古诗可以上溯到南北
朝时期，据张一芳老师主编的 《玉环古
诗选编》，南朝宋的谢灵运有一首诗，刚
才主持人也提到，这首诗里面有写到我
们玉环。之后到北宋南宋之交，有两位
诗人，一个叫倪涛，他是避难到玉环，
写了很多关于玉环的诗。还有一位是南
宋的状元王十朋，他写过一首 《次韵宝
印叔观海》。到了晚清时期，一个叫王咏
霓的诗人写了一组 《玉环杂咏》，这里面
写了比较多的玉环。
周薇薇：那么，刚才姚老师说到了
王十朋的这首 《次韵宝印叔观海》，我想
问问现场的学生们，你们知道王十朋的
《次韵宝印叔观海》 吗？ 好，有请这位同
学。
连语晨：大家好，我是环山小学二
（6） 班 的 连 语 晨 。 今 天 我 为 大 家 朗 诵
《次韵宝印叔观海》。
次韵宝印叔观海
南宋·王十朋
榴屿何年改玉环？望中犹是旧青山。
遗民不记当年事，唯有潮声日往还。
（注：宝印叔，王十朋的堂叔）
周薇薇：谢谢语晨。“榴屿何年改玉
环？”我觉得，王十朋的诗给了我们很多
想象的空间。
姚金宝：是啊。我们玉环原来叫木
榴屿，也叫木榴山。据史书记载：在五
代十国 （时期） 的十国那个时候，我们
浙江所在的吴越国开国国君叫钱镠。这
个“镠”和榴岛的“榴”同音，古人为
了避尊者讳，所以把这个“榴屿”改
了。那为什么改成“玉环”而不改成别
的？在 《太平寰宇记》 中记载：“玉环山
……在海中，周围五百余里，去郡 （永
嘉郡） 二百里，上有流水，洁白如玉，
因以为名。”这个说法就成为时下 （玉环
名称由来） 的通俗说法。因为王十朋是
南宋人，他自称是遗民。据我所知，这
首诗可能是古诗中玉环作为地名的最早
呈现，所以在玉环古诗词中有着特殊的
地位。
周薇薇：相比之下，我觉得晚清时
期王咏霓的 《玉环杂咏》 更能引起我们
的共鸣。
玉环杂咏（八绝其一）
晚清·王咏霓
蓬莱清浅在人间，海上千春住玉环。
冷笑曾郎不解事，欲将名字改青山。
姚金宝： 这首诗啊，对于玉环人来
讲确实是耳熟能详的，尤其是前两句。
王 咏 霓 这 个 人 生 于 1839 年 ， 死 于 1916
年，（现在的） 椒江人。他年轻的时候在
我们玉环的环山书院执教过。他是晚清
著名诗人、教育家、书法家、篆刻家。
他也出使过欧洲，1911 年左右，担任过

太平知府，所以他对玉环是比较了解
的。这首诗前两句最有名，“蓬莱清浅在
人间，海上千春住玉环。”那么现在我们
是在讲诗词，所以顺便要说一下后面两
句——“冷笑曾郎不解事，欲将名字改
青山。”这个曾郎，名字叫做曾觌，是南
宋人，跟王十朋同年代，但是这个人
啊，当官啊，为人啊，都不是很好。但
（《玉环山》） 这首诗他写到了玉环，
这首诗角度不一样，我们不妨来读一下
这首诗。他说，“天宝风尘暗两京”，大
家知道天宝是唐玄宗的年号，“祸从妃子
笑中生”，这个妃子叫什么名字？叫杨玉
环呐，所以说“玉环两字正堪恨”，说到
玉环就会联想到杨玉环。“好与青山改别
名”，所以最好把玉环这座青山改成别的
名字吧，这是曾觌的诗。王咏霓写 《玉
环杂咏》 这首诗的时候呢是反其意，“冷
笑曾郎不解事”
，写得就很有意趣。
玉环山
南宋·曾觌
天宝风尘暗两京，祸从妃子笑中生。
玉环两字正堪恨，好与青山改别名。
周薇薇：玉环古诗词，绵延不绝 ，
有如珍珠洒落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不
可胜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我们期待
后人整理出更加完整更加丰富的玉环古
诗词。
周薇薇：说到玉环古诗词，我们就
要提到广播版 《阅声书房》“悦读悦享·
乡土诗话”系列，这组系列是张爱芬名
家工作室联合玉环诗词楹联学会从 2018
年春节开始，连续三年录制刊播，让很
多听众了解到玉环古体诗词的成就。同
时，也让我们熟悉了玉环诗词楹联学会
一群热心于推广古体诗词的老师们。
姚金宝：真的，说到玉环现在的古
诗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古
诗词被打入冷宫，想要学习都很难找到
书本，更不用说创作了。我所知道文革
前这一段时间，玉环城关有个叫陈琦
的，因为耳朵不好，大家叫他大聋，还
有 楚 门 有 个 叫 张 雪 风 的 女 诗 人 （诗 集
《鹃红集》），这两个人比较有名，但是
只有张雪风有诗集留下来，陈琦好像没
有看到什么诗集。到了 1990 年，坎门一
批热爱诗词的同志，受到全国刚刚兴起
的古诗词热影响，也就酝酿着成立诗词
学会，领头的人是陈煜烈和郭世镛这两
位老先生。1990 年 4 月的时候，玉环诗词
在成立组织之前呢，就先开始出版，也
不叫出版，叫编印吧，第一本封面是用
手写的，里边是油印打字的，总共 8 个人
14 首诗，非常好的，这是第一本。那么
后来到 9 月份，玉环县坎门诗词学会成
立，这是真正的组织成立了。从此以后
呢，玉环诗词队伍不断地壮大，刊物也
几经更名，学会的名称也从原来的“坎
门诗词学会”更名为“玉环县诗词学
会”，后来又改名为“玉环市诗词楹联学
会”。刊物也从 《玉环坎门诗友作品选》
变成 《诗友作品选》，后来又变成 《坎门
诗词》，再后来就变成 《玉环诗词》，近
几年就变成了 《玉环诗词楹联》。刚刚这
个月 （2020 年 11 月） 我们召开了庆祝学
会成立 30 周年刊物刊出 100 期，这个就
是第 100 期的刊物。
周薇薇：刚才姚老师说到从 1990 年
到现在正好是 30 年的时间。
姚金宝：我们诗词学会的人员从原
来的七八个人，到现在会员有 77 个人，
而且国家级会员有 16 个，省级会员有 11
个。现在诗词作品的质量也在不断地提
高，经常有人在国家级的 《中华诗词》、
浙江省的 《浙江诗潮》 里面发表作品，
总的来说，比以前大有进步。
周薇薇：那么今天在现场呢，也来
了我们诗词楹联学会的一些会员。首先
呢，我们要跟现场的张学良张老师来聊
一聊，张老师您好。
张学良：你好。

周薇薇：想问一下，您最早是从什
么时候开始接触诗词创作的呢？
张学良：我是从 2003 年开始学习诗
词，在玉环市的老年大学诗词班学习。
周薇薇：从 2003 年到现在也有将近
20 多年的时间了。张老师现在已经是 85
岁的高龄了，也就是说，差不多是从 60
多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诗词楹联创作，对
不对？
张学良：是的，是的。
周薇薇：而据我所知，现在您对诗
词创作的热情依然不减，听说目前的每
一期您都有 10 多篇的诗歌刊登，为什么
这么高产呢？
张学良：现在生活的变化是翻天覆
地，一日千里，容易有写作的灵感，所
以每期写了十几首，但质量不高，水平
有限。
周薇薇：张老师谦虚了哈。那今天
呢，在我们现场也来了一批爱好古诗词
的年轻群体，对于我们年轻的群体您有
什么样的一些寄托、寄语和期待呢？
张学良：我们这代人写诗是为了文
化养老，写得多，体会得多，越来越有
滋味了。希望青年一代，多多地关注诗
词，进入诗词，更加符合时代的脚步。
周薇薇：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跟我
们分享的是我们诗词楹联学会的理事陈
煜，同时也是学会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陈煜：薇薇好，姚老师好，大家
好，我是来自玉环诗词楹联学会的陈
煜。我刚才听到张老师说到文化养老，
哇，这种生活感觉好向往啊！我最开始
的时候也只是停留于阅读古诗词，真正
开始接触格律诗的创作是在 2015 年，在
姚老师的指引下，系统地认识了格律的
规则之后，才开始慢慢地接触到格律诗
式的创作。在古体诗的学习创作过程中
呢，慢慢地发现阅读古诗词是一种享
受，然后创作古诗词，它不仅是一种享
受，而且非常有意思。从最基础的语言
文字的组织，到词汇量的积累，到写作
技巧的提升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和深入的
思考，都需要不断提升，这个过程非常
让人享受。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家庭
里，跟各位老师和前辈一起在当今这个
时代下，对新生活的体验，为旧的诗体
赋予新的思考，注入新的活力、新的精
神，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非常
幸运的事情。
周薇薇：古人有云“读破万卷，神
交古人”。通过这种学习、交流、提升，
我们一些年轻人在古体诗词创作上就会
有很大的收获。接下来想问一下，姚老
师是什么时候接触古体诗创作的？
姚金宝：嗯，这事说来有点话长 。
我是 1975 年，四十几年前开始接触到古
体诗词的，当时我是坎门中学学生。
1975 年的年末，玉环下了一场非常大的
雪，满山遍野白茫茫的，所以当时心情
激动啊，写了一首 《雪》，以“雪”的题
目写了一首诗，那时候写得很不像样，
经过郭世镛老师再三地指导、修改，可
以算得上一首七律了，现在看来还是比
较稚嫩的。然后就接触了也了解了一些
古诗词的内部知识、结构和规律，慢慢
地从初识诗词，进而研读诗词，后来爱
好诗词，最后开始创作诗词，这样一路
过来，就慢慢地有点进步。近些年来
呢，我担任玉环诗词楹联学会的负责
人，接触诗词多了，自己写得也多了一
点，近年来写了一些作品，一些诗词。
下面，我有请主持人帮我朗诵一下我的
一首七律，叫做 《玉环东沙渔村》。
周薇薇：好的，非常荣幸。
玉环东沙渔村
姚金宝
一带城墙环岛东，波涛四面眼眸中。
无忧飞鸟呼朋侣，有意浮云过碧空。
赤足亲亲鹅卵石，苍颜笑笑打头风。
山峰崖谷行安步，醉了投闲置散翁。

姚金宝：谢谢。这首诗曾经刊登在
《中华诗词》 2018 年的第 6 期上。大家都
知道东沙渔村，在座的都熟悉，也去
过。我在 2017、2018 年间去过多次，走
了以后有了感触。
周薇薇：前面，姚老师提到自己是
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喜欢上古体诗词的写
作。现如今，中小学教育对于古典诗词
的重视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了
解教育部要求中小学阶段学生需要背诵
的古诗词有 208 首之多。而且古诗词不仅
走进校园，还走进了城镇乡村、机关企
业。现场我们也邀请到玉环市诗词楹联
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林郁老师，请林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我们玉环在这
方面的一些做法。
林郁：古典诗词作为传统文化的组
成部分，正在被社会各界赋予越来越多
的关注。读诗、写诗、吟诗、品诗等正
在以多元化的形式展开。玉环市的中小
学也把古典诗词的吟诵和品鉴活动作为
校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环山
小学，就有组织每年两届的诗词吟诵活
动；玉环中学也定期开展古诗词创作和
欣赏，姚老师和我都曾经给他们作讲
座。我们还非常欣慰地看到，在陈屿小
学、玉环中学，还有中等职技校等学校
也涌现出一些爱写古诗词的小诗人，虽
然为数不多，但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他
们的出现给我们古典诗词的传承带来了
新生力量。除此之外，我们诗词学会也
尽可能联合社会各界积极开展各项活
动：如协助玉环老年大学办好古诗词兴
趣班，协助玉环进修学校开设中小学教
师中华诗词培训班，协助玉环图书馆举
行中小学生“我爱好诗词”比赛活动，
我们学会的黄象春老师在楚门文玲书院
开设古韵文谭系列讲座，我们还走进由
本市留学生和海外人士组织的民间团体
“海创会”，把古体诗词的传承送到协会
里去，给他们做普及讲座……我想我们
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诗人，但是我们希望
更多的人拥有一颗诗心。
周薇薇：有句古话叫，熟读唐诗三
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吟诵应该是古
诗展示的方法。我想就用前面我们提到
的“榴屿何年改玉环”请市教育局教研
室陈青柳老师为我们普及一下古诗吟诵
的知识。
陈青柳：主持人好，大家好。关于
吟诵，吟诵是历代文人、师生欣赏和教
学古典诗词的一种特殊手段，也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一门绝学。吟诵的基本入
门方法有三种：一是依字行腔，将每个
汉字的读音延长即可，因为汉字的四声
就是旋律；二是依义行腔，根据句子的
含义来分配吟诵的高中低调。三是入短
韵长，入声字发音重且短，押韵的字延
长它。比如刚才一开始我们吟诵的 《次
韵 宝 印 叔 观 海》 这 首 诗 ， 它 的 “ 玉 ”
“日”“不”是入声字，读得短促，“环”
“山”“还”这个一、二、四句的末尾就
是押韵的字 ，我们要延长来吟诵。下面
呢我给大家简单地吟诵一下。
周薇薇：谢谢陈老师。我们说，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任何事
物都在与时俱进。我了解到盛花云老师
就在城关一中组织过古诗新唱教学活
动，什么是古诗新唱呢？我们请盛老师
解释一下。
盛花云：好的，古诗新唱是利用现
代音乐语言，为古诗词配曲、配乐，再
加以传唱。这种现象并不新鲜，我们追
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有很多知名歌手
就 进 行 过 古 诗 新 唱 ， 像 李 商 隐 的 《无
题》， 苏 轼 的 《水 调 歌 头》， 李 清 照 的
《一剪梅》，比如邓丽君就传唱得荡气回
肠，风靡一时。
周薇薇：我觉得，把这个古诗新唱
引入到咱们目前学校的语文古诗词教学
当中，其实还是比较新鲜的做法。
盛花云：这种做法的确不是很常
见。我当时就是本着一个减轻学生的学

习负担，让他们进行乐中学的一种想
法，所以开展了这个形式的教学。就是
在教学的时候，我们精选了一些古诗词
适合吟唱的曲谱，然后根据古诗词的意
境、内容和情感，为它们配词配曲，再
教学生去演唱。当然唱不是我们的目
的，主要就是为了通过这种手段让学生
加深对古诗词的理解，提高他们对古诗
词学习的兴趣，还有感受我们传统诗词
的那种音律美和诗意美。当然通过唱更
好记一些，可以强化孩子们对古诗词的
记忆。我今天就带了我们学校的林妤姗
同学，请她为大家演示一下王十朋写我
们玉环的这首 《榴屿何年改玉环》。
周薇薇：真好听。
姚金宝：这种歌唱形式能把古诗词
的内容和情感很好地表达出来，学生也
喜闻乐见，容易接受。可以在我们的语
文教学和音乐教学中使用这种方法，那
我想喜欢古诗词的人会越来越多，古诗
词也会被更多人所接受。
周薇薇：中国是诗的国度，古体诗
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传承的
前提就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其中的奥
妙，并且不断地进行实践。
姚金宝：对呀，所以我们提倡古诗
词学习实践要从娃娃抓起。当然首先就
对语文老师有要求。现在有种情况，就
是很多老师，对古诗词分析、评论、评
价，或者是考证都很拿手，但对古诗词
基本的东西反而都不知道，比如说格
律、韵、对仗要求。特别是语文老师应
该是在对古诗词除了研究思想艺术以外
呢，还要了解它的基本格式、规律，免
得弄错了。最好语文老师要下水试一
试，有自己试了以后的体会，那讲起来
应该说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了。
周薇薇：现场有没有想请教一下古
诗词创作的呢？
杨启苗：姚老师您好！有幸听过您
的一次讲座。对这个格律我也尝试着去
教过，当然这个受众面不是所有学生，
一个班级里只有部分学生能够接受，其
中我上一届的一位学生写了很多的诗，
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格式写的，他后来到
了一中、高中，他就有更多的兴趣了。
那么对格律教学的普遍性，我就存在疑
惑了，是否要全面推广格律教学？
姚金宝：所以对教学、对课标来
说，没有要写的要求，但是要让学生知
道诗、词是有格律要求的，有押韵要求
的，押韵还有古今不同的，这一方面要
让学生知道，真要写的时候先好好学
习。那么回过头来说，写诗词，了解一
些格律，了解一些长短句、押韵，是刚
刚起步。任何文学样式都是一样，它要
写得好，不在于它符不符合格律要求，
而在于他能不能抒发感情、表达情致，
能够把思想感情表达得非常完美，而且
有境界，那才是好诗词，所以既要懂得
画框有多大，还要这把个画画得漂亮，
只有不将画画到画框外，把画画得够
美，那这幅画才是好画。诗词，同样道
理。
周薇薇：诗意人生，其乐无穷。最
后，我们请现场的小学生们一起来朗诵
“蓬莱清浅在人间，海上千春住玉环”，
祝福玉环，我们美丽的家园。
现场学生：蓬莱清浅在人间，海上
千春住玉环……
姚金宝：最后，我用一副楹联表达
一下对诗词的感受。千古兴亡，万种风
情，化作诗词都是美；四时冷暖，一生
志趣，凝成韵律可流芳。
周薇薇：谢谢姚老师。怀乡，溯
本 ， 回 源 。 我 是 薇 薇 ， 我 在 《阅 声 书
房》 带您领略本土文学之美。我们下期
再见！

（根据玉环传媒电视文化栏目 《阅声书
房》访谈实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