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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教育与培养家国情怀，是一
种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好这
一手段达到目的，是二者关系的重点。当
下，传统文化教育亟待进一步改善与提高，
应让当代教育最大限度回归到对人本身的
关注和培养上来。

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当今教育环
境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时刻具有“问题意
识”。时下，一些诸如师生之间在课堂爆发
的冲突事件，以及学生心理健康方面出现
的状况，会见诸报端。此类问题的出现，原
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某种角度上说，也
是对于传统文化教育重视不够和落实不足
的表现。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当下的教育
还有很大的改进和完善空间，对此应引起
足够的重视。

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我们的资源很丰
富，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和文明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极富人文精神。这是中华文明中
最为宝贵的文化基因，优势足够强大，是前
人给后人留下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
富。因此，包括古典诗词在内的丰富的古
代经典，应被视为培养传统文化素质中最
有价值的知识。而现如今，似乎并没那么
乐观，有一些学习仅仅停留在表面化、鸡汤
化甚至是大众消费、娱乐化的层面，对其所
包含的文化精神、人文精神挖掘得远远不
到位。这也是古典诗词在基础教育中难以
真正起到启迪心智，让其发挥启发心灵作
用的显见原因之一。

造成目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
们对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不够。虽然
这些年，不断地强调提倡继承和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但同时，古典诗词教育却未能以
真正有效的手段落在实处，也未能收到令
人满意的效果。比如在阅读古代经典诗词
作品方面，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知之不多、晓
之不深，流于概念化、表面化以及“标准答
案”式的接受和理解上。如对文学经典的
阅读浅尝辄止，或者仅以少量的、零星的碎
片化阅读代替系统讲授，认识不到由量到
质的转化关系和作用。所以，在充分认识
优秀传统文化独特性的同时，给予传统文
化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非常迫切，对此应

该既要提升质量，也要增加数量。值得一
提的是，在这方面要为基础教育阶段加强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造更大的空间和便利
条件。

目前，在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在课堂
上深入讲授古典诗词还面临许多困难，
其中体现为教学课时与教学内容之间的
矛盾比较明显，因此许多讲授只是蜻蜓
点水，或者直接布置给学生作为课外阅
读，而缺乏有效引导的课外阅读，在多数
情况下均流于形式。而实际上，在有限
的时间之内，把一首诗词讲清楚、讲明
白，讲到学生的内心里，最终能够起到在
多方面滋养人格、敦品励行的作用，包括
文字运用能力的提高，是一件颇不容易
的事情。孟子曾说：“读其书、诵其诗，不
知其人可乎？”要详细解读一部作品，或
一首诗词，了解一个作者，单靠那种平面
化叙述、简单的生平线索勾勒和归纳远
远不能达到目的。虽然讲到的是单个作
品，但其牵涉的内容太广泛了。越是优
秀的作品，越是体现这样一个特点。其
所关联的时代背景，属于史学；涉及人的
因素，涉及思想，属于文学发展内容，可
谓文史哲一样也不能少。做不到这些，
就很难领会和理解那种从人心里流动出
来的文字，究竟体现作者怎样的心态，表
达怎样一种旨意，从而让读到作品的人
形成一种多方面价值观的参照，最终在
现实生活中有益于心、外化于行。而要
达成此目的，就一定要给予教育者更多

的课堂教学时间，要求教师既抢时间又
抢质量。

因此，要让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真正落
到实处，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让学生较早接触和体验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有些学生不愿读、不想读古代经
典，读不下去，是因为没有尝到其中的乐
趣。人都是趋乐避苦的，阅读有时也是如
此。浅显的碎片化阅读沉溺久了，就不愿
意接触那些更有思想和内涵的东西，况且
有理由和条件去追神剧、追颜值剧，也就产
生了惰性。学生在古典诗词、古代经典中
感受不到乐趣，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
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引导和启蒙太晚。因为
太晚，在学生最容易接受传统文化的阶段，
这些内容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其吸引力没
有被激发出来，那扇门就一直没有向学生
真正打开，等真正需要时却入宝山而空手
而归。所以我认为，讲优秀传统文化，要在
学生比较小的时候开始，并以学生喜闻乐
见的方式进行，让他们真正感受传统文化
带来的魅力，让他们对传统文化能触摸得
到、感受得到。

应当充分重视古典诗词教育的独特
性。中国古典诗词所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传统就是历来重视人文精神的延续和传
播。过去老先生们讲，好学生要读三本书，
一是读《论语》，学圣贤的一些基本思想、哲
理；二是读《孟子》，学他的浩然之气、家国
情怀；三是读《左传》，《左传》文辞好，具有
强烈的文学色彩，要言不烦还很优美。基

于此，古典诗词教育的独特性就体现在：要
在连续教育中向学生传递人文精神。习近
平总书记这几年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不论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
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
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使得“千千万万
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
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家
训、家风，正是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深刻的
人文精神，我们要将其一代代传递下去。
任何时候，“礼义廉耻忠信孝悌”这些内容
都是重要的道德准则与伦理原则。因此，
在充分认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独特性的同
时，我们赋予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重
要地位，既要提升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质
量，也要增加实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载体
的数量。在中小学课堂上，要贯彻这些理
念和精神，深入展开古典诗词教育，滋养人
格，敦品励行。

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苏轼的人生态
度是旷达的，可是怎样透过文字去看苏轼
所谓的旷达态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通过
他留下来的文字，详详细细了解苏轼的一
生，他的遭遇，他在每一次受到打击、挫折
之后如何面对，如何选择，最终在人与自
然、人与世界的关系上是怎样思考和选择
的，在家与国的关系上作出了怎样的选择，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说，苏轼的文字、
品格、人生态度确实是值得我们欣赏甚至
是值得膜拜的，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才能
真正内化为我们的品格。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教 育 要 回 归 到 人 本
身。在充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地
位和重要作用的同时，其教育的最终落脚
点也应清晰可辨，即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
宗旨和追求必须进一步明确，即要回到人
本身的教育之中，避免培养“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避免追求那种“失去灵魂的卓
越”。我们都熟知的常用的教育手段之
一，就是强调教授知识过程中，要“授之以
渔”，而非“授之以鱼”。那么如果从一个
人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来说，“授之以渔”
体现在什么地方？让其得到什么才是最
有价值的？我最赞成的就是孟子提出的
人格修养层面上的要求，要达到“反求诸
己”的自省意识和习惯。当今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也需要达到“反
求诸己”的境界，要有自省意识和习惯，凡
事不怨天尤人，不把责任推向外部，而是
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强化自我提升的意
识。要将教育的价值内化到受教育者的
身心之中，内化为自身的内在品质的一部
分，进而转化到自发的言行之中，这实际
上体现了在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授
之以渔”理念。

总之，今天我们的教育目的固然是多
方面的，但借由优秀传统文化入手，对人的
思考和关注也是不可缺少的。古典诗词教
育自然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手段，只有真正
落实了古典诗词中对“人”的教育和启发，
才算是达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教育家办学”及“教育家成长”成
为社会热词的话语背景下，校长如何办学
应该有自己清晰的思考和定位，方能不迷
失、不盲从、不盲动、不浮躁、不功利、不鲁
莽。这个清晰的思考和定位，在我看来，
就是要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和人的发展
规律，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培养能适
应未来社会发展和自我健康发展的人，也
就是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简而言之就是

“全人”。

培育全人
是教育家型校长的办学起点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发布，
标志着全人作为核心的教育价值取向，
已经成为我们教育领域的航标和号角。
一个教育家型校长，其办学的起点理应
聚焦在全人上。作为肩负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重任的未来建设者，学生的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
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将直接决定“中
国梦”的实现和他们将来的幸福。因此，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
重要责任。

在我任职校长 15 年来，坚守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理念，始终把人放在学校中
央，学校的舞台中央永远是学生、教师、
家长。现在我任职的市桥实验小学，一
棵茂盛的大榕树屹立在学校门口，全校
师生已经将它作为心灵的图腾。在我们
的办学意境中，它体现的是学校要培养
基础扎实、全面发展、顶天立地的人。树
干的粗壮与树冠的茂盛全依赖树根的深
和广，它寓意学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
扎根在学校深厚的文化、丰富的课程基
础之上的；树冠是人的大脑形状，表示学
校教育的立场是基于人的本性和个性与
特性之上的因材施教、因人施教。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是校长从事教育的起点，

也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更是教育价值观
的体现。我以全纳的教育姿态、全课程
的实施、全员的参与、全环境的整合为师
生营造七彩阳光。在七彩阳光下，学生
在校园内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幸福生
活。七彩的阳光洒落在伟岸而茂盛的大
榕树上，和煦的清风轻拂每一片小叶子，
一个个小精灵在微风中舞蹈，在阳光下
成长。这种全人教育理念下的孩子，他
们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用最纯真、最明
亮的眼睛观察世界；他们有善于倾听的
耳朵，善于倾听同学最悦耳的笑声；他们
有天真的笑容，爱与同学一起开怀大笑；
他 们 有 强 健 的 身 体 ，能 接 受 生 活 的 挑
战。他们还有良好的习惯、健全的人格、
纯洁的灵魂。他们是健康的、快乐的，更
是优秀的。

唯诚求真
是教育家型校长的办学姿态

唯 诚 求 真 是 指 在 具 体 的 办 学 实 践
中，我们应该具备的一种姿态。这种姿
态对学生而言就是要诚心诚意去爱他
们、关心他们、尊重他们、呵护他们、鼓励
他们，让他们全面发展，成为最优秀的自
己。讲到待人诚心诚意，我不由得想起
四年前见到的那张动人的照片。照片
中，习近平总书记亲赴四川芦山地震灾
区，捧起骆俊诚小朋友的脸蛋，给了一个
深深亲吻，像一位慈祥的爷爷在亲吻着
孙子——这景是真的，这情是真的。在
办学实践中，我们应该以此为榜样，发自
内心地去爱每一个学生。

这种姿态对我们自身而言，就是要真
办学、真课改、真教研、真学习，恪守教育
的基本规律，不盲从、不盲动。在办学过
程中，不要做《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被骗子
织布师糊弄的皇帝；不要动不动就说推出
一个模式；不要常常讲进行了重大创新；

不要轻易讲进行了理论建构。其实，冷静
想想，这其中或许就有那个被愚弄的皇
帝。作为教育家型校长，千万要站得住、
守得稳，睁开那双慧眼，办真教育，真爱学
生，真搞课改。

慎思静气
是教育家型校长的办学气场

教育家不是一朝一夕成长起来的，不
是靠投机取巧获得的，不是荣誉，更不是
称号，是一种责任，是一座山峰，更是文明
的标识。这责任、山峰、标识的背后，我们
一定能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气
场——慎思静气。

教育家型校长要“慎思”，做到“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实现

“慎思笃行”。我们必须广博学习，审慎询
问，慎重思索，踏实履行，才能真正达到理
想的学问境界和人生境界。作为校长，在
当下快速发展的社会，难道我们不应该“慎
思”而后“笃行”吗？教育的本源就是培养
人，就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自身发展、具
有终身学习能力的人，这个人就是“全
人”。当下存在的一些违背教育规律的行
为，如果我们能“慎思”而后“笃行”，就不会
出现“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雷人行
为；如果我们能“慎思”而后“笃行”，就不会
出现“宁停体育一节课，不丢语文一分钟”
的荒唐做法；如果我们能“慎思”而后“笃
行”，就不会出现过于追求考试成绩，而不
顾学生身心素质提升的情景。

面对名利，面对荣誉，面对诱惑，我们
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坚守教育本
真，恪守教育规律，不怕十年甘坐冷板
凳。在工作和生活中，我们要“忙别人之
所闲，闲别人之所忙”，不要盲目跟风，不
好瞎折腾。在孩子成长中，我们要保持一
种超凡脱俗的心灵状态，要有一种厚积薄
发的精神气度，要平心静气、心平气和，做

到“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贤”。

格物致知
是教育家型校长的办学境界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做教育家型校
长，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等等，这些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必须超越一己一时的功利，
才可能实现。因此，努力成为教育家型校
长，就需要弘扬十年面壁、十年磨剑的执
着精神和献身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

“格物致知”的办学境界。所谓“格物致
知”，就是研究事物的原理，讲求实事求
是、讲究科学，靠积极主动的实践探索事
物的真相，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
理，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说到“格物致知”，我不由得想起王阳
明先生出征广西思田前，同他的得意弟子
钱德洪、王畿讲的那段话，“无善无恶心之
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
善去恶是格物”。这被人称为“天泉证道”，
道出了教育家型校长应有的一种基本境界
——为善去恶。

中不偏，庸不易。在当下的教育改革
大潮中，校长该如何做？我们必须以正确
的价值观规范自己的办学行为，在具体的
教育实践中形成和凝练自己的办学思想。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讨论校长的办学思想，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要随时问自己：我们
应该坚守什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
的立足点在哪里？当这些问题在心头浮现
的时候，陶行知先生那句“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话语，便清晰地回响在耳
边，给予我们前行的无穷力量。

我愿意继续深扎教育之根，恪守教育
的基本规律，在师生成长的大是大非面前
做个明白人，担国家振兴之重任，圆民族辉
煌之夙愿，遵教育之本真，育社会之栋梁。
彰国运之所趋，聚家校之共识，怀爱生之情
怀，扬博学之精神。

包括古典诗词在内的丰富的古代经典，应被视为加强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今，中小学校对于经典的学习似乎没有那
么乐观，有一些仅仅停留在表面化、鸡汤化甚至是大众消费、娱乐化
的层面，应引起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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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古典诗词滋养现代人格
□□徐文武

□□柯中明

柯中明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

区市桥实验小学校长，国
培 计 划 领 航 班 首 批 学
员。广东省广州市名校
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
主持人。教育部“国培计
划”教育专家、华南师范
大学及广东省校长培训
中心客座教授。

教育家型校长的办学追求
◉思想力校长 要努力成为教育家型校长，我们必须随时追问自己：我们应该坚守什么？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只

有找准了办学起点、拥有良好的办学姿态、形成正确的办学气场、达至完美的办学境界，我们才会离教育家型校长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