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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朱文君十年磨一剑，打造

了“小古文”天下。可是朱文君却说：

我没有“磨剑”，我“磨”的是观念和

眼界。

“1985年参加工作，到今年已经是

第 35 个年头了。我做过小学语文教

师，做过语文教研员、教研室主任，还

做过教育杂志的编辑、主编，做过双语

学校的教师、校长——无论担任怎样

的角色，站在怎样的岗位，我都全身心

地投入其中。我觉得恰恰是不同角色

的体验，不断转换的视角，滋养和成就

了我的‘小古文’课，让我开创了一条

文言教学的创新之路。”年逾50的朱文

君，笑起来依然像个孩子。

得了大奖，却难过到大哭

“同学们，我才刚刚拿到课本，不

知道该怎么上语文课，你们能不能教

教我？”30 年前的朱文君还是个大眼

睛、娃娃脸的年轻姑娘。她没有想到

会以这样的开场白，揭开自己语文教

学生涯的序幕。

因为毕业于教育管理专业，之前

的一段时间，朱文君一直在帮助校长

做一些行政工作。“有一天，校长突然

塞过来一本语文书，说：今天五年级有

位语文教师请假，你去帮她代一节

课。天呐，那时候离上课只有 5 分钟

了！”朱文君说起第一次上语文课的窘

迫，依然记忆犹新。庆幸的是，学生听

懂了她的“求助”。在他们的“指导”

下，那堂课顺利完成了。之后校长说，

我觉得你是块教语文的好材料，得让

你试一下。

这节课，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

“我的课堂，不是从现成的教案开始，而

是从与孩子一起探索开始的。”

而这一试，就试出了一位优秀语

文教师。之后8年里，朱文君代表学校

参加各级教学比赛和公开课，斩获各

项荣誉，获得了省“教坛新星”的称号。

在这段充满历练也满载收获的日

子里，朱文君却留下了一个心结。

那是朱文君第一次去参加省级教

学比赛，抽到的课文是六年级的《将相

和》。备课讨论中，市教研员当场否定

了朱文君的教学方案，提出了全新的

“长文短教”的教学概念——甩开情节

串讲，聚焦人物性格。

“虽然也有别的专家提出不同的

意见，但我的直觉认为教研员是对的，

不过当时并没有领悟其中的理念。尽

管后来我按照这个思路获得了省级大

奖，但人与课是分离的。”那次领完奖，

朱文君一个人跑到房间哭了，不是因

为喜悦。

送走毕业班，朱文君没有机会重

上这节课。两年过去了，这节课在她

心里的结一直没有解开。1998 年末，

她当了教研员，有了一次到革命老区

支教的机会。她决定重新备课，再上

《将相和》。

这次，朱文君真的做到了！故事

情节被抛开，她与学生一起研读刻画

人物的语段，深入体会蔺相如的智勇

双全、大义凛然。课前，有人告诉她，

这个班级的孩子从来不发言，但在这

节课上，每个孩子都像换了一个人似

的目光闪闪、言辞灼灼。听课的教师

大为不解，一下课就来到讲台想看看

朱文君的教案，但是讲台上什么也

没有。

“因为我已经把这节课彻底内化

于心了，心里的结也解开了。”尽管没

有伴随任何奖励和荣誉，朱文君却感

到一种无以言说的快乐，冲破局限的

时刻“是能回味一生的”。

重复是对生命的消耗

那一年，朱文君32岁。重上《将相

和》，让她对自己一下子有了清晰的

“觉知”：她的兴趣在教学、在课堂、在

解决真实的课堂问题。而一个人，只

有激发了内心最真挚的热爱，才能有

真正的成长。

已经成为教研员的朱文君，热切

地 希 望 也 能 带 给 其 他 教 师 这 样 的

成长。

恰逢国家推行新课改，朱文君像

海绵一样到处学习，不久便发现了网

络论坛这座宝库。凤凰语文论坛、人

教小语论坛、教育在线……群英荟萃、

百家争鸣。大家带着各自的教育理想

聚集在此，直抒己见，常常“吵”得热火

朝天。在自由的学术争鸣中，朱文君

开始思考，怎样让普通教师也能做研

究并从中获得成长？她发起了让教师

实现“在做中学、在教中读”的“我读教

材”行动，与国家后来提倡的校本教研

“行动研究”的理念不谋而合。越来越

多的人为朱文君的专业水准和业务能

力所折服，朱文君升任教研室副主任，

前途大好。

可是，此时的朱文君却出现了职

业倦怠。一天，她在评课时指出：这个

方法不适用于所教课文。执教教师听

完后非常委屈：“这不是你上次指导某

某教师上课的方法吗”“没错，但不同

的课文、不同的学生要有不同的方法

呀”。教师红了脸：“大家都说朱老师

喜欢这种方法，我才这么教的。”

教师的“投其所好”，让朱文君仿

佛挨了当头一棒：如果教师备课的时

候想的不是眼下的孩子，而是教参上

的“套路”、头顶上的“领导”，教育就完

了。“做教研员的头几年，我充满干劲，

觉得自己像一把火，点燃了一个又一

个火苗。奇怪的是，一拨教师成长起

来了，但新一拨年轻人依然从原地起

步。究竟是什么让教师一拨又一拨地

重复过去？难道，我就要这样 5 年、10

年 一 遍 遍 重 复 ？”朱 文 君 因 此 深 感

焦虑。

正在困惑难解之际，教育媒体人、

“全课程”教育项目创始人、时任《小学

语文教师》杂志主编的李振村向朱文

君发出邀请：“你愿不愿意到编辑部来

做一名编辑，在媒体的平台上开阔视

野，推动教育改革，推动教师成长？”朱

文君几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也不是

没有犹豫过，毕竟要辞去公职，毕竟要

从家乡到上海，朱文君难以割舍家

人。朋友也劝她：“你已经 40 岁了，再

有 15 年就退休，就在这儿熬熬吧。”这

一劝，倒起了反作用，“一说要‘熬’，还

要‘熬’15年，那我就不‘熬’了”。更何

况还有一个“致命诱惑”——李振村允

诺，她将参与杂志社的“新经典”课题

研究，到实验校上示范课。“我需要一

个会上课的编辑”这句话让朱文君心

驰神往，她渴望回到已经阔别 8 年的

讲台。

只在乎孩子的状态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做编辑

的那段日子，朱文君每天挤公交，甚至

为了省交通费，加班晚了直接睡办公

室。打拼的劲头像个 20 多岁的年轻

人，但她永远是兴冲冲的。如今回头

再看这些“苦”，朱文君把这一切总结

为“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因为在这

里，她参与并见证了更多教师的成长，

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还更近地触摸

到教育的本质——实践并创立了“小

古文”课程。

到上海几个月后，为了找回上课

的感觉，朱文君四处听课学习。在一

次教学观摩活动上，有位教师上文言

课文《两小儿辩日》。执教教师不仅把

每个字词都解释得清晰明白，还将文

中的“盘盂”“车盖”等栩栩如生地画在

了黑板上，得到了台下教师的啧啧称

赞。但朱文君却把目光投向了学生：

教师解释文意时，学生就表现出想读

的意愿；待教师讲完请学生个别朗读

时，有个学生读得声情并茂，赢得了阵

阵掌声。那一刻，孩子兴奋得眼睛都

在发亮。

朱文君想，如果先让孩子过把读

的瘾，然后再讲，可不可以呢？

她专程回到家乡，在母校里选了

两个平行班，分别用“先读后讲”和“先

讲后读”的方式来教。用“先讲后读”

的方式，小朋友坚持不到 15 分钟就开

始注意力涣散。再换“先读后讲”，第

一遍读通顺，第二遍读出讲故事的感

觉，第三遍分角色读对话……二三十

分钟后，再问学生：“两小儿”到底在辩

论些什么？学生都能答出来，非常

轻松。

从此，朱文君开始了小学文言教

学的探索，“小古文”课程也由此发

端。而“小古文”就是“以读为主、趣字

当头”的。

“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先读后

解并不是新发现，但是朱文君的探索

依然有独创性。在这之前，文言学习

就像小学语文教育的一个“禁区”，连

许多专家都认为学习文言是一项沉重

的负担，小学就开始读文言为时过早。

将近 10 年，小古文教学一直被边

缘化，为什么会坚持做下去？朱文君

坦言：“我只在意孩子的状态。”一如最

初虔诚地聆听孩子说“怎么上语文

课”，她虔诚地观察着孩子学习文言的

反应，这是她认可的唯一标准。

朱文君看到孩子们捧着那些音韵

和谐、优雅隽永的文字，怎么也读不

够；她看到孩子们在表演文言小故事

时的眉飞色舞，全情投入；她看到孩子

们强大的模仿学习能力，当堂把白话

课文改写成了文言文。在孩子眼里，

文言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既神秘

又亲切，恰恰唤起了他们对语言文字

的探究乐趣。朱文君给这些浅近的小

文言起名叫“小古文”。

慢慢地，许多一线教师也爱上了

“小古文”。他们跟着朱文君，带学生

吟诗作文，创意无限。没有课标课纲，

大家反而在自主探索和开发课程的过

程中体会到很强的价值感，也找到了

自己的成长动力。朱文君曾经的困

惑，就这样在与教师的彼此照亮中有

了答案。

同 时 ，朱 文 君 也 受 到 莫 大 的 鼓

舞。由于编辑工作很忙，她很难像以

前一样在课前准备详细方案。上完

课，她总是“自我检讨”：“简直不像课

了。”有人反问她：“为什么要‘像’课？

正因为课太像课，所以才没有突破。

你的课因为不太像课，我们反倒觉得

是好课。”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成了编辑，

反倒能突破教师必须去遵守的条条框

框，摸索一些不太像课的课。说不定，

就给广大的一线教师蹚出了新路子。”

朱文君说。

小古文课程进入2.0时代

10 年之后，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

冷门和小众课程居然“火”了。朱文君

编著的国内第一套文言读本《小学生

小古文 100 课》，已经累计热销了 700

万册；她的“跟我学小古文”微信公众

号，拥有 30 万粉丝；她发起的“全国小

学生小古文读写大赛”，已经连续举办

了六届，每年都有近万名小学生参赛，

参赛作品20余万件。

随着教育部统一编写的语文教材

全面使用，朱文君再次走在了创新的

前沿。她提出，打通古文和课文的学

习通道，通过文白对读，“让课文遇见

小古文，让古文帮你学语文”。就在前

不久，她的《让课文遇见小古文》读本

正式出版，小古文课程进入了 2.0 时

代，为语文课程的整体优化助力。

文化学者鲍鹏山对此给予评价：

“古文是走进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古

文是学好中国语言的方便之门。朱文

君在这方面做了多年的探索，是中国

基础教育界推动古文学习的先行者和

成功示范者。”

有人说，朱文君十年磨一剑，苦心

孤诣，终成正果；有人说，朱文君深谋

远虑，早就预见了传统文化的回归。

朱文君自己却不这么看，“做小古文这

十几年，我没有刻意去打造它、经营

它。我觉得它就是语文课程的一个有

机组成部分，因为文言和白话是汉语

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语文就是‘口

语’和‘文言’的合二为一。而我只是

因为喜欢，因为看到孩子喜欢，就一直

在做罢了”。

不过，朱文君觉得正如“功夫在诗

外”，她的每一段人生经历，每一个职

业角色，都为小古文教学打开了一扇

扇窗户，让小古文在开放中创新，不断

成长。

当教师，让朱文君拥有了儿童视

角；当编辑，让朱文君从教育的“横切

面”审视教育。作为推动和见证大批

名师成长的“推手”，她清醒地认识到：

“决定一名教师最终成长高度的恰恰

是使命感和成长型思维，而非‘策略’

‘模式’等技术上的研发。”

或许正因为这样，朱文君的小古

文教学没有框框，没有模式，充满儿童

的情趣，充满探究的乐趣，充满思辨的

理趣。教《龟兔竞走》时，她用“手指

剧”表演把二年级的孩子带进文言故

事中；她用形象的肢体动作来讲解古

代“走”字的意思；她用一张“乌龟背着

熟睡的兔子爬向终点”的图画，让孩子

从你输我赢的思维定式里跳出来，体

会 善 意 的 力 量 和 双 赢 的 现 代 协 作

观念。

“我们不是要把孩子带回到古代，

而是要让古文活在现代。无论蒙学、诗

词文赋、文化经典，只有具备了现代性，

才能真正在今天‘复活’。”朱文君在她

的书里反复强调：“小古文不是一个文

体概念，而是一个教学概念，是指面对

小学生的深入浅出的文言学习方式。”

儿童文学作家方素珍听了朱文君

的课后表示：“我非常喜欢听文君讲小

古文！她编选的小古文有趣、好听，而

且易懂、易学。更了不起的是，她能在

古代与现代之间自由穿梭。小古文由

她讲出来，变成了生动的故事、优美的

诗文、学习的方法、做人的准则……和

孩子的世界完全‘零时差’。真好！”

用“小古文”教“大格局”

正是这样的开放心态和创新意识，

让朱文君于2016年走进了一所新创办

的国际化学校——上海赫德双语学校，

担任了中方校长。这一干就是3年。

“越是在这样国际化的环境里，越

让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亲近中国文化。”

朱文君说。身处其位，她得以有机会

观察各类课程对学生成长的作用；中

西文化的差异，更让她感受到传统经

典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使命。“小古

文应该教出‘大格局’，承担文化的‘大

使命’。”

学 校 开 设 了 专 门 的“中 国 文 化

课”，构建了从汉字到古诗文再到《论

语》等经典的中国文化课程系列。朱

文君自己也承担了四年级的中国文化

课教学，开始探索“从小古文走向经

典”的新路。

《论语》这部许多成年人都“敬而远

之”的经典，孩子如何读进心里去呢？

朱文君说：“不管是小古文还是《论语》，

都是要与儿童的生活接壤，帮助儿童解

决生活中的真实问题。”朱文君的《论

语》课PPT上，始终放着一句话：“像孔

子一样去思考，和孔子一起来讨论。”

讲《学而时习之》一则，朱文君请

孩子们小组讨论，用思维导图列出哪

些是长久的大快乐，哪些是短暂的小

快乐，然后来看看自己与孔子的观点

有哪些异同。

讲孔子批评宰予是朽木时，朱文

君请孩子们讨论如何面对批评和表

扬，尤其是遇到可能不公正的批评和

不实事求是的表扬，该如何正确思考

和面对。

“孔子实在太伟大了，他把普世的

价值和做人的道理用中国的方式讲出

来，讲得这么精练精妙，这是中国人最

好的教育。”朱文君由衷感叹。

“文化传承是每位中国教师的使

命。”整个采访中，朱文君非常强调“使

命感”，“站在世界文明的坐标系里，我

是谁，我能做什么，我要做什么。这是

我经常向孩子传递的思考，也是我对

自己的人生叩问”。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

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

私。”或许这就是朱文君小古文教学成

功的秘诀，也是她 35 年教育人生最恰

切的注脚。

朱文君：
十年，“磨”的是观念和眼界

朱文君，小古文课程首倡者，上海赫德双语学校中国

文化课教师，义格教育课程研究院院长。曾任上海赫德

双语学校小学部校长，著有《让课文遇见小古文》等。

非常教师

□ 本报记者 解成君

中国文化课上中国文化课上，，朱文君与孩子一起讨论小古文朱文君与孩子一起讨论小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