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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前身是清代的凤岗书院，由
于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学校近十
年一直开展中华传统诗文诵读活动，有三
点我们觉得很重要。

第一，经典阅读润泽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我们的目标是结合深圳提出的八
大核心素养，培养古城“五美少年”，即具
备孝值、书香、健强、艺术、科技素养的美
少年。

在践行文化育德方面以育人为本，注
重幼儿养性、少年养志、成年养德，注重志
于道，据于德，注重人文内涵，浸染于环境
的熏陶；直面经典文化，体现传承育人智
慧、体现人生真谛。

编制了1-6年级文化育德教材，在国
学经典方面致力于培养孩子感悟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我们把国学经典纳入必

修拓展性课程，形成由浅入深的课程序
列。一年级是基础蒙学，二年级是进阶蒙
学，三年级是《大学》和《增广贤文》，六年
级是新选《古文观止》。

读什么很重要，怎么读更重要。因
此，我们教孩子用吟诵的方法读书，并打
造乐学模式，比如小组对抗、游戏闯关、角
色扮演、错误提醒、火车接龙、积分奖励
等。一是基于熟读，开展接龙读、打拍子
读、师生交替读、对读、转换语境读等。二
是贵在悟读，创设生动的情境，提供鲜活
的事例。

知行合一，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经
典诵读与升旗礼、毕业礼、传统节日、游学
实践活动、家庭教育、社区的活动、考核评
价等活动结合。比如，对于一年级新生，
我们一直践行开笔礼，提倡孩子要有朱砂

气。人一生不变的是指纹，到学生毕业的
时候，把他们六年的积累与他们的指纹一
一对应。又比如，每年12月份送春联，每
个学生为自己的家庭写一副春联，同时教
师、学生代表也为社区送春联。

为了习得文化，学校确保学生每天不
少于 30 分钟的诵读时间，周一至周五的
中午有诵读课，把国学经典、诗歌经典、儿
童文学经典、科普经典四部分内容做了罗
列和划分。同时，学校开设了中华十德
课，内容与传统文化紧密相连。

第二，六艺学堂支撑古城大美课程体
系。我们的做法主要是对国家课程进行
二次开发，并与古代六艺课程对接，开发
了古城大美六艺课程四个模块，即基础性
课程、拓展性必修课程、拓展性自选课程
和综合性课程。

论语说，不学礼不以立。学校以孝德
建设为抓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校品德课对接的是礼，品德一是中华十
德，品德二是吟诵古诗词，品德三是诗教，
品德四是心理健康，这样就把品德课与礼
对接在了一起。

同时，我们把中华传统节日与“孝德
五个一工程”对接。表现形式有：一节主
题班会课、我为长辈做件事、一场孝德文
化演出等。学校有一面孝德文化墙，一部
分内容是古代 24 孝故事，另一部分内容
是老百姓孝心敬老故事，还有一部分内容
是国家伟人孝老故事。孩子们从小接受
这样的文化熏陶，并把孝心带到敬老院、
义工联和自己家庭。

“艺”的其他表现形式为：乐，对接了
声乐、器乐、舞蹈、绘画、陶艺等课程。射，

对接学校体育课程，包括武术、桌式足球、
篮球、足球、围棋。书，就是书法、书写、识
字、作文，学校的书法教育一直坚持开到课
堂。数，对接动漫、机器人、3D打印、3D虚
拟机器人等。

第三，传统文化牵手智慧校园，以“互
联网+教育”变革为创新，重构云环境，重
构云课堂，实施云培训。孩子们通过定格
动漫拍摄了“卧冰求鲤”，这其实是传统
24 孝当中的一个故事，孩子们对此进行
改编，并自己制作成二维动漫、规律动漫、
皮影动漫、折纸动漫等。

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杜保瑞评价，文
化育德，童蒙养正，让孩子在文明传承中
陶冶情操，滋润心灵，古城大美六艺课堂
承传统之净化，多元一体各美其美。
（作者系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城小学校长）

传统文化润泽学生全面发展
□周玉萍

清华附小建于 1915 年，那时叫成志
学校，来自于《易经》对志的解读。如何培
养一个人的志向，如何立人，如何成志于
学，我们认为在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这样
的源流和根基。传统文化就像一座灯塔，
即使在文化枯竭的时代，也能够从中得到
许多滋养。

曾经的校董朱自清先生说过，中国人
失去了吟诵的传统，这是教学的一大损
失。校董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传统文化
是不能丢的，这是中国人最值得骄傲的一
点家底，中国人要有家国情怀，古诗文就
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可见，这样一所学
校把传统文化经典作为了我们的根。我
们找到用传统文化经典这座灯塔照耀儿
童一生的完整成长这样一个坐标，谁都不
会迷失。

在历史回望中，我们也开创了戏剧
课程，把百年校史编成《丁香花开》，有回
忆朱自清先生带着学生在河塘边吟诵经
典的场景，有回忆西南联大时期少年中
国说对清华附小师生的爱国情怀、家国
思想的润泽。我们通过这样的形式，不

断坚定了学习内容和方向，我们也在过
程中思考如何用更丰富的内容润泽学生
的生命。

我们都非常认同，在民族文化自信的
今天，传统文化经典进校园一定要给学生
推荐适合的阅读内容。清华附小近20年
一直坚持自主编写校本教材，给每个年级
的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篇目，为的是让学
生亲近经典，亲近传统文化，做有根的中
国人。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
课标的要求，以主题的方式让学生更有针
对性地进行积累。比如，一年级主题学习
为赞春，三年级主题学习为咏花。我们把
诸子百家等注入学生的学习中。

这些内容符合几个特征，第一是经
典性，在广泛选材的基础上不局限于课
内，还打通了教材的不同版本，以及课内
外资源，将精品献给学生，内容一般以儿
歌和古诗词为主，符合学生的学习兴
趣。第二是序列化，有序的安排一至六
年级学生诵读内容，不是眉毛胡子一把
抓，一下子都灌给学生。比如，对《论语》

《道德经》进行合理拆分，每学年学习 50
首古诗，其中不包括古文，这样到小学毕
业时，学生能够背诵300首古诗词。第三
是趣味性，我们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考虑
什么是适合儿童的，让学生每天诵读，循
序渐进。

有句话说得好，吟诵是古人诵读诗歌
的一种方式，是一种个性化方式，有不同
的调，凸现了诵读者个人的理解。我们在
教学中是如何做的呢？第一，我们在课表
中规定了吟诵晨诵时间，即每天课前 10
分钟。晨诵丰富了学生当下的生命，养成
学生与黎明共舞、与经典同行的生活
方式。

如今吟诵也成就了许多特色的班级，
有的班级甚至以此为特色，以传统文化礼
仪为指引，在班级的文化建设上亲近传统
文化，甚至带动了家庭和学生一起开展
阅读。

如何让传统文化在课内也开花呢？
我们开展了特色主题教学，从 2007 年开
始确定了神话民间故事研究专题，以不同
的教学形态开展教学，通过主题的整体构

建，形成了覆盖各年级且课形不同的课程
群，现在已经逐渐扩展到多门学科。

今年，我们选择了与苏轼相遇。在
“1+X”课程影响下，我们既关注学科课
程，又关注活动课程，还关注自创课程。
对于语文学科的优质实施，我们按照不同
学段开展，低年级学生学习苏轼的成语，
中年级学生学习苏轼的古诗，高年级学生
学习苏轼的组诗、组文和词，同时贯穿每
个年级常态开展的课前三分钟演讲和诵
读课程。

在道德与法治课中，学生学习苏轼
吃饭。苏轼是美食家，也是道家养生学
者，北宋时就开始练习瑜珈。中年级段
的体育课，学生学习障碍接力跑，苏轼一
生几次被贬好像障碍跑，我们就把苏轼
与体育联系起来。在英语课上，学生学
习用英语讲述传统文化故事，这叫中国
文化的世界表达。在美术课上，学生学
习画苏轼的肖像等。我们在中段年级举
办诗词大会，在高段年级学习戏曲等。
在个性课程中，有的学生自己动手制作
苏轼喜欢的美食，比如东坡肉；有的学生

异地研学，到西湖边看苏堤、做关于苏轼
的小课题研究。要让学生建立起民族自
信、文化自信，就要寻找传统文化人物与
儿童生命的生长点和契合点，实现创生
意义的学习。

一个班级也可以进行创生学习。一
个班学生学习了东坡肉的制作，在校园电
视台播出，结果那天校内菜市场的猪肉全
部卖光，孩子们都回去做东坡肉，可见文
化对学生的浸染是多么重要。

而这些课程资源的创生不是平地而
起的，去年我们开始了教师阅读，我们也
把名家请进学校，或进行苏轼词研究，或
解读苏轼。我们的一些教师有很好的文
学功底，在读苏轼的文学作品中讲苏轼，
不仅用中文讲，还用英文讲。我们甚至与
教师基本功展示相结合，书写苏轼的诗，
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这样做，还要求教师也
要做到，美术教师画的是苏轼这个人物，
悟的却是人物的精神。

我们坚信在成志教育的理念下，能够
让学生的一生聪慧而高尚。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教师）

用传统文化为儿童成志奠基
□王 峰

1961年建校之初，我们是解放军总参
谋部的子弟小学，具有优良的红色传统和
丰富的文化底蕴。如今，我们以弘扬传承
国学、塑造日新未来为发展理念，致力于
将国学经典引入课内外活动，引领学生从
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生命成长的精髓。

学校努力探索小学生习得传统文化
的有效途径，让学生能够传承祖辈们用智
慧创造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培养他
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情怀。

今年 11 月 9 日，我们成立了“转河书
院”。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具有鲜明的文
化性和民族性，以研究和传播经典文化
为己任，传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仁爱
精神。

2014年开始，我们参与了海淀区中小
学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在实践策
略课题研究当中制定了我们的子课题，即
书院模式下小学传统文化课程实践，研究
将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构建在传统的书
院模式之下，借用中国古代书院的育人理

念，打造书院风格的育人环境，让学生在
校园就能感受到书院文化带来的天地
正气。

在书院环境打造上，我们在新的教学
楼道采用了经史子集，将经典融入校园情
境当中，让环境建设寓教于乐，打造氛围
清雅的书香校园。

在其他方面，我们通过读古经文章、
赏天下书画、颂诗词歌赋，使中华文化以
一种更加完整的姿态烙印于学生的心灵
深处，比如书法、茶艺、剪纸、武术、课本
剧等。

书院课程不局限于古诗文的基础学
习，还开设诸多“非遗”项目传承课程，培
养学生的国家意识，文化归属感和文化自
信。目前，我们以经史为本，围绕国学经
典和传统记忆构建了书院课程体系，包括
经史典籍和技艺修身两部分，开设了书法
课、话说汉字、古琴、昆曲等课程。

汉字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瑰宝，
我们非常注重汉字的书写和赏析教学。

学校聘请了硬笔书法家为一年级和二年
级学生开设书法课，编写了《小学生学写
字》，已经在全国发行。我们把它与统编
本一年级语文教材进行了统整，以图形为
切入点，搭建字的结构，让学生快速掌握
汉字的字形结构特点。

画书汉字、水墨字画，为我国独有的
笔墨纸砚留下了无数瑰宝，蕴含了上下五
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以第一节
课为例，我们以 12 生肖为排序开发的一
个课程，让孩子们学“子”、子的演变、画小
老鼠，孩子们非常喜欢。书院聘请专家走
进课堂，为学生开设书法大师课。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中有许
多经典之作，其中蕴含着成语典故、伦理
道德、人文历史、礼乐文化，随着儿童年龄
的增长，诵读经典能够使人变得知书达
礼，从内到外散发儒雅之气，因此我们非
常关注孩子的吟诵。去年，我们成立了

“丹雍书会”，与商务印书馆联办首场活
动，现在“丹雍书会”活动在学期末开展，

我们向热爱吟诵的孩子、家长和教师提前
发出邀请，至今已经举办了4场。

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
优良的家风家教，让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我们成立了“齐家读书会”，每周一放学
后，父母与孩子一起读书，有家长说，良好
的亲子关系胜过一切教育。我认为，家长
陪伴孩子一起读书、读好书，将会带给孩
子更广阔的未来。“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
经验，让本土文化坚守内心的平静，让爱
心和耐心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这是开展
了几次活动后，家长发给我的短信内容。
逐渐地，“齐家读书会”增加了周二活
动日。

我们努力做到建设儒雅文明的校
园新风，培养学生做一个有国家意识、
文化归属感的人，从本质上提升校园的
人文品味，积极为学生创设实践体验机
会，拓展艺术熏陶空间，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氛围，为孩子搭建健康成长的舞
台，使其享受快乐童年时光的同时，为

终身成长奠定基础。
三年来，在探索传承中优秀传统文化

的路上，我们还成就了教师队伍。通过诵
读经典，教师们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提高
人文修养，他们感受到古代圣贤跨越千年
的智慧和从容的生活态度，感受到保存和
传播这些文化精髓是每一个有良知、有责
任感的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伟大使
命。我们也造就了优秀学生，带来了学生
文明内涵的变化，学生的文明礼仪、遵纪
守法意识、为人处事能力等都得到了很大
提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谦谦君子的
风范。

我们的经典教育实践也影响到了家
庭和社区，得到了广大家长的支持和拥
护。每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存在，促进学生
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是教育教学改革的
重要目标，我们努力做到建设儒雅文明的
校园新风，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文化归
属感，积极为学生创设实践体验的机会。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星火小学校长）

传承国韵雅风培育谦谦君子
□关 红

课改研究院

传统文化课程与资源建设

如何以校园为平台，以课堂和活动为载体，引导学生
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人文底蕴，是学校推进传统文
化教育的重要命题。近日，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
社、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和北京海淀区
教育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诵读经典·传承文化”小学
传统文化教育全国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现在选择什么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课程教给学生是一个难点，也困扰最
大。本期，周刊编发三所具有传统文化历史的学校典型
经验，解读他们如何在传承中创新育人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