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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该尽快编印一套适合中小学
使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让广大教
师和家长有章可循、有本可依。教育教学
离不开教师，但许多教师并没有传统文化
知识基础。因此，学校需要重视教师培
训，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教师
学习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形成一种人人皆
学、薪火相传的氛围。
（山西省沁水县郑村镇初级中学 潘鹏波）

开展传统文化教学，必须对传统文化
进行辩证分析：那些曾经在社会历史发展
进程中起过积极作用，又能体现时代精神
的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精华，应当加以
继承和弘扬；那些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了消
极作用，或现在已经丧失积极意义的腐
朽、落后文化，则必须加以剔除和摒弃。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第五高级中
学 金仲明）

从国家课程到地方课程再到校本课
程的“三位一体”课程开发理念和思路，应
该是学校进行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的重要
依托。一所学校想让传统文化进校园、进
课堂，首先要挖掘地方性文化资源和文化
品牌，作为学校传统文化积淀的根源。学
校文化是有“根”的，绝不是“无中生有”。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实验学校 朱静江）

除去教化意义，传统文化还具有永恒
的美学价值，教师可以让学生吟诗作赋、
弹琴对弈、品美食、赏建筑，还可以让学生
走出校园感受民间艺术的魅力。走进美、
欣赏美、感受美，传统文化教育是一种“美
的教育”，要努力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

（山东省德州市湖滨北路小学 冯阳阳）

传统文化进校园要因地制宜，要结合
学校实际情况，不能跟风，更不能一厢情
愿。在开设项目上，学校要结合自身条
件，比如师资、场地、资金等，量身定做、量
力而行。有些学校开设实践类传统文化
课程，但并没有专门场地供学生实践练
习，只能在教室上课，学生的学习要么纸
上谈兵，要么频繁变换场地，这样很容易
让学生失去兴趣，也难以达到预定目标。

（甘肃省榆中县文成小学 高国宴）

传统文化进校园，当然不会“一夜春风，
桃李遍开”，而是需要挖掘专业人才。传统
文化的“名师”在哪里？目前，许多学校都是
由有特长的教师承担，至于专不专业则无暇
顾及。传统文化教育需要专门人才，不然会
磨损学生灵性，也会影响教师和学校形象。
即使有了专业教师，还需要配套的教材、课
程、活动等，这也是大量学校严重缺失的。
（辽宁省灯塔市佟二堡第二初级中学 韩宗英）

链接

传统文化怎样进校园
亲近儒学，兼通百家

□刘洪玮

中国古代圣贤非常重视诗教功能，早
在春秋时期，孔子就采用《诗经》作为教材
教育子弟。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
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船山说道：“圣人
以诗教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
杰而后期之以圣贤。”圣人用诗教涤荡人
们的心灵，激发人们的志气，如此便可以
先成为豪杰之士再向圣贤看齐。

在中小学推广诗教，应该让学生真正
认识诗。中国古典诗词有其独特的发展
脉络和写作规律，教师需要特别注意平
仄、对仗、押韵等诗词规范，让学生亲近诗
词、了解诗词，从而体会诗词中蕴藏的文
化内涵和传统美德。

诗教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学会写诗，
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产生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儒学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代表，传承儒学有克己复礼、重振纲纪的
重要作用。目前的儒学教育普遍存在过
于浅显和不够系统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教
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也
需要学校重视儒学并开设相关课程。儒
学教育应该以儒家经典为主，兼顾诸子百
家，包括启蒙教育、礼仪实践、义理阐发等
环节，教师可以采用讲习、创作等多种形
式，力求兼顾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一般的学生以
《三字经》《千家诗》《千字文》《声律启蒙》
等蒙书学习为主，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学习

《正蒙》《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等书
籍。在小学高年级阶段，可以让学生接触

“四书五经”甚至“十三经”中一些易于理
解的内容。

如果说小学阶段以“打牢根基”为主
要目的，那么中学阶段就可以向更深和更
广的方向发展。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是“四书”的重要注本，教师需要不断钻
研、讲解，引导学生深入学习。另一方面，
教师还要让学生广泛阅读各种古典文学
读本，唐诗宋词以外，像《庄子》《楚辞》《文
选》《古文观止》等，都是适合中学阶段学
习的。

在中小学阶段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非常必要，对进一步增强文化自
觉和文化自信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然
而，由于传统文化教育的长期“缺位”，让
教师一下子掌握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
非易事，很可能需要“边教边学”，在教学
的过程中不断总结、不断进步。学校还
可以邀请文化学者开设相关讲座，重视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互补配合，帮助
教师和学生共同成长，提高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和理解。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武城县教育局）

打破文化与心灵的阻隔
□王 欢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为了更好地
生存和繁衍所形成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它
被用以应变、用以处世，是先人智慧的结
晶，是历史积淀的遗存。对于中华文化而
言，形成这一价值观的阶梯，便是留存至今
的众多典籍，有文学艺术也有历史哲学。

教育工作者该有清醒的认知，传统文
化那么近、又那么远。言其近，是因为各
类书籍触手可及，还有一些文化遗存散落
在日常生活之中；言其远，是因为传统文
化往往被认为是枯燥的，难以融入学生的
血液之中。

教育者的任务是将优秀传统文化送
到学生面前，激起他们的兴趣，引发他们
探索文化海洋的欲望。许多学生认为传
统文化是枯燥的，拒之千里之外。教师有
必要向他们展示传统文化的“冰山一角”，
那最光明、最诱人、最有趣味的一角。这
一角，好懂又不失底蕴，浅显又耐人寻味。

顾炎武在《日知录》倡言“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这句话不难理解，但是不够形
象。不妨看看《淮南子·诠言训》的“忧河
水之少，泣而益之”，担心河水枯竭，那就
大哭一场增加水量，用来比喻不可轻视微
不足道的帮助，这与顾炎武的名言可以一
同参看。如果担心不够通俗，还可以从

《西游记》取材——孙悟空撺掇猪八戒一
起去降妖时就引用了这样一句俗语：“放
屁添风，你也可壮我些胆气。”《西游记》是
学生耳熟能详的，这句话也通俗易懂、充

满趣味，给学生亲近传统文化打开了“绿
色通道”。

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打破
古典文学作品与学生内心之间不该存在
的阻隔。教师要将文学情境带入学生的
生活情境，让他们知道生活与学习并非割
裂的。我们追求“美”的课堂，美就是打动
人心——总有一部传世经典会让学生动
容，总有一个文学形象会叩击学生心灵，
总有一两句话会瞬间引发学生共鸣。不
要让传统文化那么死板，有趣的课堂才会
有效。

教师还可以让学生置身于古典文学
情境，成为某个经典形象。读《红楼梦》，
不要想曹雪芹会怎么写，转而想想如果自
己是林黛玉，在奄奄一息时知道宝玉正在
与宝钗拜堂，会有哪些心绪？读《论语》，
假如你是孔子，你的学生顶撞你，你会怎
么做、怎么说？假如你是端木赐，你的老
师调侃你，你会怎么做、怎么说？这便是
让学生不知不觉地走进传统文化，教师要
做的就是打破阻隔，“不择手段”地沟通经
典与学生的心灵。

教师一定要从学生的兴趣入手，让他
们有激情、有方法地从前人智慧中汲取营
养，让学生眼里的传统文化变得明丽、鲜
活、有温度。如果有一天，学生的读书笔记
里出现越来越多“似曾相识的惊喜”，还怕
他们不痴迷这些字句承载的深邃思想吗？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芮城县芮城中学）

北宋大儒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句话可以很好地概括传承传统文化的重
要意义。传承离不开教育，而说到传统文
化进校园，则每每有两种极端的声音：一种
认为传统文化已经过时，不适应当代社会，
学生完全没有必要接触；另一种认为传统
文化无所不能，需要不分门类、毫无保留地
灌输给学生。

前一种不值一驳，因为学习传统文化
并非要恢复古代社会体制，而是要让年轻
人接触文化、认识文化、理解文化，从而更
好地与先人沟通，从经史子集中汲取养分
和智慧。而面对后一种声音，则需要教育
者冷静客观地认识传统文化，在教育教学
中精心选择适当的内容和方法。

不可否认，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
并不理想。很长一段时间，教什么，如何
教，谁来教，教学意义、教学目标是什么，这

些问题都没有考虑清楚。如今，重新开始
重视传统文化，许多学校操作起来自然手
忙脚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于是，形形色色的“国学大师”粉墨登
场，曾经的成功学、管理学“专家”摇身一变，

又披上了国学的外衣，开始从事教师培训、
学生培训。这些人很可能连一本完整的文
言书籍都没有读过，却靠一些似是而非的概
念和名词炒作得天花乱坠。然而，一些学校
仍然“照单全收”，让原本便工作压力、学业
负担极重的教师和学生更加劳累。

这其实也不能过于苛责学校，毕竟太

多人对传统文化都是一知半解，以己之昏
昏使人之昭昭，怎能不出问题呢？如果寻
找困境的原因，或许还要上溯到高等教育
——我们的人文类学科严重缺乏人文性，
文学、哲学等专业都成了文学史、哲学史专

业，既不亲近原典，也乏深入研究。没有人
文色彩，传统文化就真成了干枯的说教，也
难怪长期以来备受冷落了。

传统文化教学，大多数学校往往由语
文教师兼任，或者外聘教师。语文教学与
传统文化教学毕竟不同，教师如果在相关
领域缺少深入研究，教学内容难免有所偏

差。外聘教师或许更加专业，但有时缺少
对教学法的研究，难以让学生感到亲切和
信赖，做一两次普及性讲座没有问题，却非
长久之计。让教师“回炉重造”已不可能，
只好在现有基础上加强培训，让教师先成

为“懂行者”，再成为“引路者”。培训并非
一朝一夕之事，有赖于学校制定相关制度
和措施，通过行政命令强行给教师增加负
担是极不可取的。

传统文化包含丰富，学校首先应对其
进行甄别选择——艺术类课程可以作为选
修课以增强学生才艺，文学类课程可以融

入课程体系之中，哲学类课程应该结合学
校文化给学生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
传统文化的具体内容也良莠不齐，在正确
认知的基础上，有些有益于身心并符合时
代精神的，自然应该传承弘扬，而有些已经
明显落后于时代的，也要果断舍弃，千万不
能不加拣择地让学生学习。在课程设置方
面，要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
突出科学性和系统性，由易及难、由简及
繁，既要让学生循序渐进地学到东西，也不
能过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传统文化进校园，需要高屋建瓴的引领、
脚踏实地的思考、不偏不倚的态度，以及一份
对文化的坚守和敬畏。子曰：“恶紫之夺朱
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推进传统文化教育
是传承中华文明、唤醒民族自信的重要举措，
但一定要选择正确的行走方式，认识真正的
文化内涵，不能作徒有其表、急功近利的教
育，让“国学热”成为新一轮的教育乱象。

为往圣继绝学主编手记

让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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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教育在许多学校经历了“快
速兴起—慢慢变冷—回到原点”的过程，
甚至成为一种时髦活动，宣传时轰轰烈
烈，行动上冷冷清清。可以说，当下中国
传统文化教育质量普遍不高，成效甚微，
有的地方甚至起到反作用，导致学校、家
庭、社会各方的不满。如何才能让传统文
化教育在中小学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
我认为，关键在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创
新，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新解、变形。

新解是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新的解
释说明，以符合中小学生的认知发展需
求。可以参考以下4种形式：

以今释古。用今天的语言解释古代的
名词术语、文化事件等，从而使文化传承变
得更接地气，也降低了学生理解的难度。

生活具象。在传统文化讲解中介入
生活中的某些现象或事例，从而使某些深
奥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形象，既易理解又
有情趣。

比较印证。用传统文化中不同的观
点与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分析，以浅导深，
以小见大，以熟明生，可使某个观点、某种
见解得以证明。

不同俗见。对特定的传统文化主流
解释进行辩证分析，或否定错误，或增加
见解，从而赋予传统文化全新内涵。

变形针对传统文化教学的形式设计，
要摆脱灌输模式，采取新颖的教学方法。
以下简单列举三种变形方法：

模拟人物。传统文化涉及诸多历史人
物，可以对这些人物的动作、行为、语言进
行模拟。例如，讲解唐宋诗人，如果教师能
够与学生一起模拟杜甫的沉郁、李白的洒
脱、稼轩的豪放、易安的婉约……那么，学
生就一定能够对这些作者的诗词产生更真
切的体会和更深入的理解。

媒介辅助。央视“百家讲坛”充分利
用电视媒体特长，在讲解中穿插大量书
画、音乐等艺术元素以及各种视频材料、
文物图片等，让观众的理解更加立体化、
形象化。教师在课堂教学时也可以借鉴
这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各种感官，让他
们与传统文化形成更好的沟通互动。

充分阅读。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诗
词教学离不开一个“读”字，但没有变化
的读只能产生审美疲劳。因此，“读”可
以分为六步：不加思索的素读，重在字正
腔圆；抑扬顿挫的诵读，重在内涵理解；
活泼轻快的快读，重在兴趣激发；古色古
香的吟读，重在返璞归真；兼以吟唱的歌
读，重在情绪体验；旋律丰富的唱读，重
在素养提升。

在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的不断努力
下，诸多方法还在源源不断地产生。掌握
的方法自然越多越好，但在具体教学中，
还要根据学情、目标、内容有所选择。面
对众多方法，教师必须坚持一个原则：只
有适合学生的才是最好的。

（作者单位系浙江师范大学）

传统文化的新解与变形
□蔡 伟

□金 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