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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诞辰2571周年之际，敬德书院秋季论坛在京举行。以“传统文化与生

命教育”为主题，与会学校代表各自从不同角度展示、分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学校生命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本期特别摘录部分观点，以飨读者。

传统文化与学校生命教育的融合传统文化与学校生命教育的融合

寄读学校学生都是来自各中学心

理行为偏常、学习困难、无法适应普通

学校学习生活的青少年，经常被比喻

为“蒙尘的花朵”。重新找回生命内在

的力量，让蒙尘花朵的根扎深、扎稳，

汲取营养重新绽放，这是寄读学校（专

门教育）的基础和逻辑起点。2004年，

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建立了学生心理

健康三级关怀系统，实现了心理关怀

普及到每一个学生。

生命扎根，始于身心安顿。心理健

康教育，对于学生自我个性、情绪情感、

人格发展、人际交往给予最直接的关怀，

成为学生安顿身心的一个重要场域。

寄读学校心理中心创设环境时将

传统文化有机融入。书法、音乐、阅

读、茶艺、棋艺、戏剧，一物一品，带学

生走进知行合一的身心整合空间之

中。“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文化的

精神力量就在于温润包容、不急不躁，

如同大地的承载，让漂泊的心、封闭的

心、动荡的心安稳下来，给了生命机

会，成长才会发生。

生命扎根，创造广阔流动的生命空

间。儒家认为，道德性是人本身具足的。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颗善的种子，生命教育

就是要激活和唤醒人心底的善性，使之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开发了心

育课程，从个体、团体、班级、家庭、学校、

社会多维度激发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能

量，创造出广阔流动的生命空间，让曾经

“受限”的生命舒展开来、茁壮起来。

为了唤醒孩子内心的生命力量，我

们设计了丰富的“明觉课程”系列，包含

每日心情播报课程、冥想静心课程、宽

恕教育课程、亲子幸福研习社课程、爱

在说课程，每类课程中都会融入传统文

化元素，音乐、棋艺、书法等，在身体、感

官、情绪、情感、认知等不同维度上，带

给学生、家长、教师丰富的生命体验。

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内涵寻找落脚

点，带给课程更加饱满的生命哲学，带给

学生更加宽阔的视野。对世界、对人生、

对自我有了更丰厚的理解，看到更加广

阔的天地，他们的人生选择才能更多。

生命扎根，成就独一无二的生命

精彩。帮助学生更清晰认识自己、找

到自信，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在

环境创设、课程创设的基础上，我们还

对学生进行一对一心理关怀与辅导，

为每一名入校学生建立动态的心理档

案，为重点学生组建成长支持小组，帮

助他们获得更深的自我探索，从而实

现自我生命的最大价值。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

不论是顺利成长还是历经坎坷，生命

的光彩与生俱来，我们可做的就是陪

伴、找回生命扎根的力量。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寄读学校心

理中心负责人）

找回生命扎根的力量
□ 高亚娟

教育的基点在于培养学生的生命

情怀，通过教育实现个体对自我生命

的确认、接纳和喜爱，对生命意义的肯

定、欣赏，对他人生命乃至整个世界生

命的同情、关怀和珍惜。

珍视生命，悦纳自我。新生入学

后，各班以班会的形式开展“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的生命教育。把孩子从

母亲十月怀胎、呱呱坠地、渐渐长大、

上幼儿园到迈进小学这些节点用影像

资料呈现出来，通过孩子的讲解和父

母的参与，一起感受生命成长的奇迹。

利用美术课自画像的课程内容，潜

移默化地让孩子感受自己是独一无二

的、不可替代的。孩子在观察的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特点，并在创作过程中夸张

地表现出来，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从

而接受独特的自己。

正确认识生命的价值，珍视生命，

悦纳自己，这是我们生命教育的开始。

尊重生命，完善自我。与人交往

之道是儒家的重要内容。用社会心理

学的观点看，提倡交际交往中的“忠

恕”“宽厚”与“容忍”，提倡心理位置互

换，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卫公》）既是儒家文化的特色，又是心

理素质培养的要求。“不怨天，不尤人”

（《论语·宪问》），积极现实的生活态度

还应体现在实际的行动中。

为此，学校开展预防教育，增强学

生的心理韧性；开展心理健康排查，及

时了解孩子在家生活学习状态，并给

予适时的帮助；提供心理教育指导，疏

解亲子矛盾，从而缓解孩子长期居家

造成的心理不适，引领学生找寻生命

热爱的事物去做、去坚持，让每一个生

命都能更好生长。

敬畏生命，提升自我。儒家在生

死问题上是积极的，强调生命意义的

实现，因此生命教育应该让人知道，虽

然死亡是人无法掌控的，但人可以把

握生的状态，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是一

个人应该有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孔子讲仁是对人的反思，这种反

思是人类精神的自觉。”哲学大师冯友

兰这样高度概括孔子的“仁学”思想。

正是孔子这种反思与自觉所显示的生

命力量和恒久价值，才使得我们对当

下教育有了更深理解：教育的本质是

以仁爱之心引领学生建立健全自我生

命意识和生命价值观，历练感恩的胸

怀和敬畏生命的境界，磨砺承受挫折

的生命合力，增强竭诚求索的生命张

力，激活心灵深处的生命潜力，最终达

成卓异亮丽的生命至境。

（作者系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校长）

汲取儒家智慧 积蓄生命能量
□ 肖 英

教育，说到底是关于生命成长的

一堂课。

在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的《行动纲

要》中，“把‘一分学生’培养成有智识、

敢担当的生命个体，把一分校建设成为

充满爱、可依赖的生命摇篮”，清晰定位

了我们共同的教育使命。在一分校的

校园里处处可见生命成长的样子。

唤醒自己，尊重生命。儒家尊崇

“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心底都有一

颗善的种子，生命教育就是要激活和

唤醒人心底的善性，唤醒他们本真的

自己，尊重生命，使之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

照顾教室里养的蜗牛、春蚕和蚂

蚁工坊；带小草宝宝出来晒太阳；认养

校园里的果树乐享丰收喜悦……小朋

友的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立春祈福、春分立蛋，蛋壳种植，

清明蛋碰蛋，学会防踩踏的安全保命

姿势，端午编五彩长命缕……传统习

俗里有浓浓的生命底色。

发现自己，体验生命。“感恩日”为

期24小时的“护蛋”行动，不仅要给“蛋

宝”起名字、装扮它，还要全天候陪伴，

晚上带着它一起睡觉。

班上的蛋爸和蛋妈结成“伴侣”，

共同抚养“蛋宝”。他们甚至还用稚嫩

的铅笔画出了自己家族的族谱。

之歌的“蛋宝”小小意外地碎了，

哭得可伤心了，连连问我如果自己有

事了，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这么伤心？

我赶紧使劲抱了抱丫头，告诉她一定

要注意安全，否则最伤心的一定是爸

爸妈妈……

悼念环节里，蛋爸蛋妈哭得稀里

哗啦，我们一起在杨树下为他们找了

个家，还埋下了一些花的种子，希望这

些早逝的“蛋宝”们在另一个世界里还

能延续生命！

家长感谢学校用一堂生动的体验

课，让孩子经历了责任、奉献、守护、突

变、离别，大大增强了对“生命”的感悟。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生命教育应该

像天地化育万物一样，春风化雨、润物

无声，教人亲自体悟生命，在经验中获

得成长。

悦纳自己，热爱生命。儒家认为生

命源于天地，如天地般高贵，“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生命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命如此美好，每

个人都应该肯定自己、悦纳自己，意识

到生命的价值，实现幸福的人生。

点燃自己，照亮生命。一分校的

校门设计很有特色，完全出自孩子之

手，他们自发成立了校门设计项目组，

融入了合并前后三所学校的元素。

学校各年级学生围绕真实问题如

火如荼地开展项目研究：有研究“如何

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有研究

“如何解决学校门口上学放学交通拥

堵困境”“如何合理设计城市排水系

统”……他们关心自然社会、心系民

生，逐渐放眼世界，有智识、敢担当。

学校设立英才奖学金、校长奖学

金，同伴成长日，寻找一分“光之少年”，

量身定制一份份“生命成长奖”……

生命的意义就这样在有意无意的

生活中被激发，然后点燃！

每个孩子在校园里找到了自己最

活泼的生命状态，唤醒自己、发现自

己，寻找生命的意义，这是多么幸福美

好的事啊！

我们期待，通过生命教育课程，能

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我自己”，都能

最终实现“我之为我”的生命价值，把

生命中的爱和亮点展现出来，活出精

彩，活出耀眼姿态。

（作者系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学部主任）

教育，以“生命”的名义命名
□ 王双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

大社会公共卫生应急事件，改变了中

小学教育教学活动的原有秩序，也让

生命教育成为当下基础教育亟待解决

的课题，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对生命教

育的再思考。

唤醒学生自我成长的内在动

力。生命教育在学生的学习成长中

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能帮助学

生走出青春期的迷茫，解答对生命

的困惑，让他们认识生命的可贵，尊

重生命的存在，学会与生命和解，热

爱生活，懂得怎样去让生命实现更

大的价值。

当下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一

是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二是

寻求正确归因，提升可控制感。学生

面对失败有多种心态，有的太在乎、有

的太不在乎。我们要让学生知道无论

每个人是多么努力，都会遇到失败，不

要过多地自责和焦虑，调整心态才能

在失败中走出困境，更不能轻易选择

结束生命。天地之间最可宝贵的就是

生命。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生命，

也必须善待、尊重他人的生命。读懂

生命的意义，需要涵养关爱他人、心念

苍生的情怀。正如孟子所言，“恻隐之

心，仁之端也”。感同身受的同理心、

心念苍生的情怀，是人类形成社会、发

展文明的基石。

特殊时期应给予专业指导与支

持。特殊时期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及

时推送心理防护指南，从情绪调节、合

理作息、融洽亲子关系、学会心理求助

和做好学习安排等五个方面进行专业

指导，让学生在家长的呵护中调动自

我成长的内在动力；二是开展线上讲

座和空中课堂，激发家庭教育的动力；

三是增加个性化咨询辅导，借助心理

教师的专业知识，解读学生的心理问

题并加以改进指导。

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教育的精

神动力。儒家、道家、佛家的生命教

育，在关注人的自然生命基础上都注

重道德、精神、灵魂等方面的陶冶，关

注人的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存在。

比如，《论语》所展现出的儒学生命教

育学理建构的基本逻辑，首要就是生

命的应然方向，包括志于学与志于

道。又如墨家思想中的“非命”：强调

通过努力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倡导

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赖其力者

生，不赖其力者不生”，让人们发现并

运用自身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

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生命

教育精华，让我们在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同时也能激发学生内在的生命

教育动力。当下，这场全球危机是每

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堂生命课，无

论处于何种境况、经历怎样的悲欢，

生命都值得倾尽全力去珍惜、去关

怀、去守护。

（作者系北京市第十九中学校长）

唤醒自我成长的
内在动力
□ 高新桥

观点

传统文化“主题探究”的课堂教学策略
没有系统的传统文化课程架构，课堂教学中的传统文化教育就只是昙花一现。我校传统文化的实践研

究有四种课型：特长能力类、主题探究类、专题知识类、综合体验类。具体内容分别指向艺术技能学习、国学

精神认知、优秀诗文积累、文化综合实践等。

聚焦到课堂教学中，每一种课程，其课堂教学思路和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文化主题探究类的课

堂实践，小学阶段涉及比较少，但我们认为孩子在五六年级开始形成抽象思维，必须有对人生本质探究的渗

透。因此，我们做了一系列课例研究，“工匠精神”“中庸之道”“日行一善”“比德于玉”“实用主义”“义利之

辨”“敬以直内”……并形成了这类课型的基本思路和策略方法：追问研讨——对接人格发展、明确教学价

值；现象发掘——切入现实话题、提出探究方向；纵横对比——聚焦整合资源、探究发现本质；情境创设——

例子举一反三、获得灵动智慧。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副校长 周金萍）

文化传承哺育童心生命成长
“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

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导国民向善、明理、诚信、有礼，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涵养出的文明精华，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归宿。《孝经》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揭示了“孝”是道德的根本

和教育的源头。学生心中有父母、有他人，心中装着爱，自然就会热爱生活、尊重生命、关爱生命，养成乐观

自信的生活态度，从容应对生活中的挫折。

让学生从小了解、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情怀，是学

校教育的重要使命。近年来星火小学以转河书院传统文化课程建设为载体，通过为学生营造真实的文化环

境，让学生浸润于传统文化的诗情画意之中，引导学生在学文化、品文化、传文化中，培养孝悌之心，养成仁

爱之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如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已成为星火小学的重要名片，“童蒙精、书卷气、

星火神”已深深植入到每个星火人的心中。 （北京市海淀区星火小学校长 关红）

在“诗与远方”中寻觅教育的初心
文化底蕴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教育首先传递的就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文明之魂、礼仪之根、精神支柱、文化之源。它可以唤起我们潜意识深处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

感；它使我们从拿起母语课本的第一堂课，开启童蒙的第一天起，就意识到“我”是中国人。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语言是一脉相承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完整、更原生态地保留在国学之

中，国学经典所包蕴的人文精神与价值，是历代圣贤思想、智慧的结晶，是现代汉语的“根源”。正是因为意识

到这一点，我校在课程设置层面从汉字和古汉语入手把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学校课程的方方面面。

除此以外，学校其他活动也处处渗透传统文化教育：开学课程中的入学礼，与少先队活动课结合组建的

古筝团队，育鸿少儿合唱团与谷建芬老师合作演唱的古诗新学堂歌……学校还通过诗词大会、书法比赛、民

乐演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精神。

为了丰厚教师的底蕴，学校鼓励教师积极参加敬德书院组织的传统文化学习。学校的教师培训课程中

也加入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中国传统文化漫谈”“礼记学记中的为师之道”等。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传统文化的教育功能，强调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那就是传统文化教育是一种

让人真正成为人的教育。 （北京市育鸿学校副校长 陈静）

让每一朵生命之花绚烂绽放
生命是教育的起点、载体和终极目标，教育的目的在于引导人热爱生活、关爱生命，不断促进生命发展，

实现生命质量的提高。故教育是生命的教育。

我校的办学理念是“顺天性，明心性，蕴灵性”。《中庸》中说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

则能尽人之性……”至诚尽性是中庸全篇主旨所在，儒家这种思想境界值得每个人去追求，为之不懈努

力。“顺天性”为的是求真，保持本真、呵护童真、质蕴天真。如果说天性是孩子成长的土壤，那么心性则是

孩子成长的种子，“明心性”为的便是求善。我们认为，教育的最高境界不是改变和塑造，而是了解与知

道，因为了解所以懂得，于是就会感同身受地理解孩子的一切，当你尊重你所感受到的一切，于是就可能

潜移默化地成就一个人的理想，让孩子成为他自己，成为令我们骄傲的他自己。而“蕴灵性”为的是开出

灿烂的花，结出丰实的果。那么，“蕴灵性”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完善自身人格，提高专业素养，提升生命质

量，用自己的生命唤醒学生的生命意识，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积极生活，让每一朵生命之花绚烂绽放，让每

一棵生命之树丰收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中心小学校长 陆鸿平）

用中华传统文化筑牢生命的根基
2020年的春天，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师生不能相聚，同学不能面对面交往，孤独、烦躁、无助、失落等不良

情绪油然而生。我们立足学校“仁爱”文化之根本让爱延伸，全方位多层次深挖育人之根本，整理出一系列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多渠道、多形式的教育教学内容。

“知信行书院”课程是在疫情的特殊时期建构的，涵盖富有学校特色的天文书院、孝道为先的劳动书院、

青山绿水的生命书院、中华传统文化书院、预见未来的科技书院等十大书院课程。我们在知与行之间非常

用心地加入了“信”，这里的信是指自信和信仰，自信包括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成长自信。通过课程的载体

使学生成为有正确信仰的人，信仰祖国传统文化厚重的力量，信仰祖国发展的强劲力量，使每一个中华儿女

都能够坦然地面对疫情，并有在疫情中崛起的勇气和精神。我们用“信”更好地勾连起知与行，让学生从知

到行有了更自然的联系。 （北京市海淀区图强第二小学校长 黄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