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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接受的国学才是青春国学青少年接受的国学才是青春国学
□本报记者 康 丽

近年来，传统文化一直热度不减，

延伸到教育领域出现了各种读经教育、

私塾学校，延伸到文化领域是《中国诗

词大会》《经典咏流传》等各种综艺的火

爆。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2018年北

京师范大学青春国学——传统文化进

校园高端论坛在京举行，文化研究者、

校长教师与专家学者同台研讨，共同献

计献策传统文化如何进校园。

传统文化教育不能浮躁
更不能冒进

“当前传统文化教育领域存在浮

躁风气，部分学者对国学经典有曲解，

理解也不够深刻。”浙江师范大学教

授、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顾之川直指

传统文化教育存在庸俗化、形式化、娱

乐化、功利化、绝对化等5大误区。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需要豪华包

装，不需要搞‘花架子’，也无须四处推

销。”顾之川说，一些地方热衷于让孩子

穿着古装读经典；一些人追求热闹、盲

目跟风以“博眼球”，如网友涂鸦的“杜

甫很忙”，将“吾日三省吾身”注解为“中

午醒一回、下午醒一回、晚上醒一回”

等；还有的人打着复兴传统文化“高大

上”的旗号，假借国学之名进行营销，达

到敛财或出名的功利性目的。

在顾之川看来，传统文化教育需要

心平气和，深入钻研；需要实事求是，脚

踏实地；需要“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也需要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活在当下、为我所用。

传统文化进校园，难在哪里？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认为，难在一些

传统文化教材以成人的尺度进行编

订，往往导致接受者与传达者之间的

断裂和隔阂。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听懂并接受

教师口中的诗词魅力，某些诗词传达

的情感超出了中小学生的心理感知上

限。”康震现场对王维诗歌《终南别

业》进行了点评与阐释，生动展现出

成人与中小学生对这首诗理解境界的

差异。

“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抓住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契机，需要‘从娃娃

抓起’，但应该‘润物细无声’，而不应

冒进求成。”顾之川特别强调。

让学生注意到传统文化之美

说起“传统文化热”，《中国诗词大

会》总导演颜芳有自己的一番看法：

“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热的，媒体就是要

让传统文化落地传播，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美，所谓的冷只是在传播手段、接

受能力、表现形式上冷下来了，我们需

要努力让它热起来，在传播过程中提

升它的热度。”

如何提升传统文化的热度尤其是

在校园的热度，探索青少年更易于接

受的传播形式，故宫博物院资料信息

部数字传媒组副组长庄颖提出，首先

应该让青少年意识到传统文化的美，

抓住青少年的注意力，使他们保持对

传统文化的兴趣。

“当代孩子的见解远远超乎我们的

想象，已经不能用几十年前的尺度丈量

他们的理解力与见识。如何将传统文化

与教育建立联系，故宫博物院正在与一

些学校探讨开发适合学生的教育形式，

探讨如何依托故宫这个平台，利用故宫

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当代少年儿童的传

统文化学习与创承助力。”庄颖坦言。

中华书局大众图书出版中心主任

李静则从古籍整理、经典文本普及、传

统文化教材及文化经典解读 4 个角度

分享了书籍出版的故事。“如何在年轻

人中开展传统文化传播，首先要传播

正确的文化知识，其次要采取得当的

方式，选取适宜的读物，贴近读者做年

轻人喜欢的读物，从而产生潜移默化

的影响。”李静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对课程、教材、教师、教学

以及评价等环节进行整体设计、科学

论证。对此，顾之川的建议是分学段

有序推进，小学低年级应培育学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小学高

年级应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感受力；初中应提高学生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和认同度；高中

应提升学生的理性认知，引导学生感

悟，提高鉴赏能力。

“我们应该关注学生，从学生的角

度去推动，只有青少年能够接受的国

学才是青春国学，这样的传统文化才

永远具有朝气、生命力。”康震说。

推广传统文化教师是主力

传统文化进校园，最有力最重要

的直接推动者是谁？

毫无疑问，是教师。这一点得到

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传统文化进校园，语文教师承担

着神圣使命。”顾之川用神圣二字来形

容教师的职责。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山看来，

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肩负的责任是多

重的。教师在语文教学中需要引导学

生体味诗歌境界，从文本领悟精神传

统，这就需要教师加强自身修养，在阐

释经典作品中，使语文教学变得更加

有趣。

“古典诗词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作

者、作者身处的时代以及后世读者的

理解，更在于后来人的接受与认同。

古典文学的魅力需要通过中小学语文

教师在教学中的落实才能焕发生机。”

康震也这样表示。

唯有真正走进课堂，才能了解到

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可操作性方法。论

坛上，北京史家小学教师张聪和北京

师范大学学生彭晓宁执教的传统文化

示范课《泊船瓜洲》与《冬至大如年》，

分别呈现了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走进

课堂的最新成果形式。

据了解，北京师范大学青春国学

计划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导并已

正式发布，该计划依托北京师范大学

深厚的文史积淀，为全国范围内希望

在传统文化方向体现教育特色的教育

区域与学校提供学术指导和课程服

务，从而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校园、走向世界。

人生边上

在东北，最寻常最普通的树该是

杨树，田埂边、山坡上、公路旁，甚至公

园、居民院墙外，都能看到或高或低、

挺直俊朗的白杨树。它可以一棵一棵

地独自生长，因为耐得住寂寞；也喜欢

一片一群，站在一起昂扬向上。

深秋时节，秋风开始用妙手点染绿

树农田，白杨树油亮浓密的绿叶渐渐泛

出淡淡的鹅黄，黄绿相间的树冠顶着蓝

蓝的天、白白的云，恣意展现最美的那

一刻，惹来人们观赏拍照。当然，也会让

人想起“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的诗

句来。忽然，一群雁影掠过，那一抹有温

度的日光黄，让我看到一种暖、一种壮

美。秋雨袭来，黄色的叶簌簌而下，那沙

沙细响像生命的耳语，历经繁华与沧桑，

此刻也要含着笑奔赴宁静了。

出城向东，一片宽广的白杨林里，

落叶散了一地。霜叶红于二月花，我不

忍心去惊扰这花瓣一样的秋叶。这时，

一片落叶在风中优美旋转，轻轻拂过我

的发梢，我伸出手掌，让它慢慢飘进手

心。它的叶脉坚挺分明，厚厚的叶片泛

出又黄又亮的光泽，那是历经惊世骇俗

的生命华彩才能拥有的厚度。原来，落

叶飘扬，是在完成生命的升华。

我开始捡拾一片一片的落叶。秋田

里，一位收玉米秆儿的农家老人到地头

歇息，看我在捡落叶，他含笑不语，整个人

仰躺在一块积了厚厚树叶的洼地上，眯

上眼晒太阳，细密的皱纹堆满眼角，皱纹

间溢满自在轻松。我不由得问道：“这样

很解乏？”他说：“解乏啊，暖暖的舒服。”是

了，那该是让人羡慕的暖暖幸福啊。

回去时，我选择走大路，大路两旁

是一排排高大整齐的白杨树，树叶已

被风拂去大半，疏落的树干和枝丫笔

直地向着高远的淡云蓝天，像是在诠

释生命的完整。顿时，一种幸福、一种

豪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到家后，我把片片黄叶铺在宣纸

上，铺成一个个树叶形状，再用厚书压

实，放在干燥的通风阳台上。这样，暖

暖阳光下，树叶就安家在我的阳台上

了。朋友来家小坐，看见宣纸上制作

好的树叶标本，禁不住惊呼：“你真有

孩子气啊，真是个恋旧的人！”

是啊，我是一个恋旧的人。小时

候，家门前也有一大片杨树林，北风呼

啦啦地吹，吹得杨树叶子漫天飞舞。

于是，早上刚睁开眼，外屋做饭的母亲

就拿出厚衣服让我穿上，说道：“快去

扫树叶，树叶落了一地了。”我梳上小

辫子，戴上手套，拿上麻袋和笤帚，到

杨树林里扫落叶。一大袋树叶扛回

来，心里载满暖暖的收获。

祖母是个闲不住的人，手巧又能

干。她把晾干的杨树叶一层一层装进

旧布袋里，做成大小不一的褥垫。那年

月的冬天很冷，各家也没有富余的棉

絮、棉垫，在地上搓苞米、扎笤帚、编土

篮，就坐在这厚厚的树叶垫上。时间长

了，树叶坐碎了，倒出来烧火，再续上新

的树叶。北风呼啸，大雪封门，可我们

家是暖和的，因为父亲早把窗户用土坯

砌上，里面还填了满满的干树叶。

当然，在寒冷的冬天，杨树叶的最

大用处还是烧炕。炕洞子内填满的干

树叶，燃烧起来低调含蓄，一宿才能全

部烧成灰烬。晚上躺在土炕上，把一

双上学走山梁冻裂的脚伸到褥子下，

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炕还热热的，双

脚也因温暖有了活力。

如今，曾经的寒冷岁月已成过往，

美丽的杨树叶也成了人们驻足观赏的

风景。但记住的事是永远不会消失

的，那是留在记忆中的温暖。白杨树

叶飘飘洒洒的日子，还有那一抹有温

度的日光黄，常常溢满我的心。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昌图县泉头中学）

那一抹日光黄
□邱立新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李晓辉：传统文化进校园，首先要梳理传统文化的内容以及传统文化教育的

形式，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我们开创浸润式课程，以此实现传统文化知识与实践的统一。同时，我们提倡先做教

师的传统文化教育，然后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我们认为，教师首先要相信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传承传

统文化。

北京市八一中学副校长王华蓓：优秀的传统文化要落地生根，必须进入实践阶段。在形式上进行创新，渗透到

学生活动中，由个人到班级到家长再到学校，与学校文化结合，从而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我们关注学生的成

人成才，注重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提升，通过教学方式的创新实现跨学科整合，用丰富的课程内容与课程形式让学

生更好地接受传统文化教学内容。

甘肃省兰州市第十九中学副校长卜文华：传统文化教育要注重启智、启知，学校要通过开展传统文化特色活动

为学生提供认同、体会、学习传统文化的环境，通过环境影响与教师引导培养学生自发、自主学习传统文化的能力。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灵芝小学校长范光明：创建刊物《国风》、开办国学现场会、建立国学名师工作室、推行国

学家教，我们通过这些方式为学生创建了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教育环境，形成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实现国学教育

国际化。

观点链接

鹧鸪天

昨夜东风过小桥，梅山传信喜

眉梢。情怀自此春边去，俗事由他

脑后抛。

桃妩媚，杏妖娆。黄莺唱翠把

音调，穿林紫燕双双舞，一路追香蝶

影飘。

临江仙

欲赏梅花心已久，奈何总是迟

迟。风云未定雨丝丝。今朝陪老

母，广场逐芳姿。

一见形容依旧好，欢欣跃上双

眉。张开怀抱入罗帷。相看混不

厌，任那日西垂。

朝中措

湖 清 湾 里 倚 晴 空 ，美 景 一 重

重。古阁廊桥依水，悄然流进人瞳。

谁曾料想，拾荒弱女，这等神

通。堪把柴门木桶，翻成一道长虹。

清平乐

东风妩媚，郊外春犹醉。人向

丛中蜂向蕊，香气扑人心肺。

折 枝 欲 向 前 行 ，忽 传 两 句 莺

声。回望目惊晴雪，翩翩远上云庭。

喝火令

树上催莺急，闺中女照红。落

梅初谢问东风。邀上蝶儿同去，草

色更葱茏。

十里桃花火，三春步履匆。翁

男新妇少年从。又见花开，又见陌

头农，又见岁增清秀，一醉饮千盅。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教育局

施幸荣）

《荷塘》 河北省香河县城内第二小学 姬志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