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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儿童的方式亲近 《论语》
■孙双金

《论语》是什么？《论语》是儒家经
典，《论语》是2500年前的师生对话体
语录，《论语》是没有体系的片言只语，
名人警句。

今天我们学习《论语》，让小学生
学习《论语》，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孩子
们喜欢的方式，有效高效教学呢？

经过反复思考，我给自己执教《论
语》确定了几个原则。

教学要有情境。 有了情境就有了
魅力，有了情境就有了生机，有了情境
就有了鲜活的场景、故事和人物。为了
把孩子们带到古代的孔子教学情境
中，我创设了“孔子开学典礼的情境”，
创设了孔子“新学期第一堂课” 的情
境。 在这样的情境中，有当当的钟声，
有高大的杏树，有魁梧的孔子，有人物
的语言，有弟子的神态。 2500年前的
孔子学院鲜活地呈现在孩子们面前：
孔子活了，孩子们是多么惊喜，多么激
动，多么投入呀！

请看教学片段场景：当，当，当，孔
子学院的钟声响了， 四面八方的弟子
汇聚在孔子学院的杏树下， 静静地等
待他们的老师孔子来给他们作开学典
礼讲话。 只见高大的孔子稳步走上讲
台，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弟子们，向他
们讲了三句话：“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
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
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讲完这三
句话，用眼睛看了看下面的弟子。有的
弟子朝着孔子微微点头， 脸上露出笑
意；有的弟子眉头紧锁，不理解老师讲
的三句话是什么意思。 孔子看到大家
不同的表情， 微微一笑， 转身走下讲
台， 走回他的书房。 弟子们等孔子走
了，就纷纷议论起来。

一个叫子禽的弟子就问子贡：“子
贡呀， 老师开学典礼讲的三句话是什

么意思呀？”子贡也问同学颜回：“颜回
啊， 老师为什么在开学典礼上只讲这
三句话呢？ ”

要让孩子和孔子对话。 新的课程
标准指出：“阅读教学就是教师、 学生
和文本三者对话的过程。”和文本对话
就是和《论语》对话，和孔子对话。对话
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走进人物的内
心世界，与之探讨、辩论，与之切磋、交
流，真心达到心心相印的境界。如教学
中我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与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之辩，这是让
学生和孔子辩论。 如“孔子为什么‘好
古’，我们今天应该好古还是好今？”这
是学生和学生辩论。 对话的形式可有
师生对话、生生对话、师本对话和生本
对话，等等。 教学就是对话，让学生和
孔子真正地对起话来， 这样的教学学
生才能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请看一段对话的片段：
师：子贡懂了，原来他的老师“好

古”，喜欢古代的文化，所以才那么有
文化思想。你是好“古”还是好“今”呢？
是喜欢古代的还是喜欢现代的呢？ 你
们讨论，同桌交流一下。

生1：我认为两个都要喜欢。 要了
解古代的也要适应现代的。

师： 他和孔子一样的，（笑声）经
典，精辟。要了解古代，也要喜欢现代。
给当代孔子来点掌声。（全场掌声）

生2： 古代人说的话听起来有韵
味，不学习古代的只了解现代的，感觉
你是喜新厌旧的人。（全场笑声）

生3：要“好古”，古代文化是传承
下来的，是经历过历史风霜的，是不朽
的东西，所以要“好古”。（全场掌声）

师：古代的文化是大浪淘沙，留下
来的全是精华， 经历了世世代代的考
验，怎能不“好古”呢？你是“好古”派的
小孔子。

师：既以史为鉴，还要与时俱进，

向前进，真好！为什么孔子那么“好古”
呢？因为孔子生在春秋时代，这之前的
周王朝人们道德高尚，文明礼仪。到春
秋时期，人心变坏了，道德沦丧了，在
那个年代孔子喜欢周王朝大统时代有
文化、有礼仪的好时代。我们今天的人
既要“好古”又要“好今”。 我们一起把
这句话读一读。

要有语文味。语文课要有语文味，
特别是《论语》这样的文章，稍一不慎
就会上成思想品德课。 语文的因素在
哪里呢？在语言文字的推敲和品味。例
如：“不亦说乎”、“不亦乐乎”， 这个
“说”和“乐”的区别在哪里呢？“说”是
内心的喜悦，所以是竖心旁，而“乐”
的喜乐是洋溢在脸上。 有朋友来了，
要喜笑颜开，乐在脸上，握手、拥抱、
泡茶、上酒，把你的快乐充分表达出
来。 如果你只是内心高兴，脸无表情，
朋友来了还以为你不高兴， 下次他还
会来吗？“人不知而不愠”的“愠”是内
心的怨气，内心的怨恨。一个君子不仅
表现在脸上没有怨色， 还须内心没有
怨气， 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另外，《论
语》是孔子和弟子的对话语录，完全口
语化的，这种“不亦……乎”的句式十
分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 具有穿越时
空的力量。 这些都是值得学生细细品
味，反复玩味的。

为什么要上《论语》？ 我觉得这是
语文教师的文化使命， 把我们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的经典文化传承给一代又
一代的学生。 当今中国正走在复兴中
华文明的道路上， 我们理应以世界的
眼光和胸怀， 重新审视和观照我们的
传统文化。应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心，珍
爱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化，让我们的
一下代成为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有传
统文化基因的中国人。

（作者系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特
级教师）

在继承中创新传统文化
■宋君

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
分， 而学校教育为这一文化传承提供
了广阔的实施平台。中国传统文化是学
校教育的核心载体，是学生获得发展的
宝贵资源， 我校一直致力于在中国传
统文化的框架之下“做自己的事”。

大主题下的整合教学

大主题下的教学， 更有利于学生
深刻理解单元主题， 能够有效提升学
生的理解和认识， 加深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理解。 例如，我校张老师在教学苏
教版五年级语文《自相矛盾》、《滥竽充
数》、《画龙点睛》的文章后，引导学生搜
集成语故事进行交流和分享，这样进行
教学，有效地提升了教学效益，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引导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 大主题教学符合《语文课程
标准》对阅读教学的要求，整合教学使
主题学习突出，它更多强调的是“整合
推进”， 以求实现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
提高和语文能力的逐步提升。

实施学科间有效整合

在我校的跨学科教学中， 我曾经
在数学课上给孩子进行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跨学科的教学———诗词里的数学。
我是这样给孩子进行介绍的：宋

代邵雍是数理大家， 写过一首琅琅上
口的数字诗，描写一路的景物，全诗共
20个字，把10个数全用上了：一去二
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
十枝花。

清代纪晓岚是著名的才子， 据说
乾隆皇帝南巡时， 一天在江上看见一
条渔船荡桨而来， 就让纪晓岚以渔为
题作诗一首， 要求在诗中用上十个

“一”字。 纪晓岚很快吟出一首：“一篙
一橹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
仰一场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

分享了诗词里的数学， 请学生也
搜集关于这方面的诗词， 我们进行交
流。第二天，学生纷纷展示着自己搜集
的诗词。

明代林和靖写的一首雪梅诗，全
诗用表示雪花片数的数量词写成：一
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
十片无数片，飞入梅中都不见。北宋王
安石关心民生疾苦， 看北宋王朝很多
虚设的官员，饱食终日，于是写道：一
窝二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食尽
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学生还搜集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
的数字入诗的佳句，如城阙辅三秦，风

烟望五津。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等等。

课堂上学生们回答非常积极，全
班同学都积极参与展示交流。 这样的
学科整合，使教师打破学科界限，采用
整合的方式进行教学， 提高了教育教
学效率， 同时使学生分享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

实施课内外有效整合

作为语文教学， 更多强调的是语
文素养的提升。 在校本化实施国家课
程时，我们依据教材，注重课内和课外
的有效整合， 让阅读成为一个有机的
整体。

课内外有效整合， 能让教学更有
根。例如，我校教师在教学《郑和远航》
和《司马迁奋发写〈史记〉》等文章后，
推荐学生阅读《上下五千年》。 阅读其
中的一个个历史故事， 学生知道了课
本中的故事只是这历史长河中泛起的
朵朵浪花，感受到祖国历史的悠久，中
华文化的辉煌。 这样将课内与课外有
机结合进行阅读， 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语文素养， 也让孩子能够在宽泛的文
化背景中理解语文。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实
验小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低碳课程基地
传播生态文明
———江苏省盐城市第一中学低碳教育课程基地小记

■张涛 本报记者 赵小雅

走进江苏省盐城第一中学， 最引人注目的是
建在学校所有建筑楼顶的光伏发电系统， 也就是
太阳能发电系统。 另外引人注目的是学校围绕低
碳教育主题建成的3个特别实验室，即碳测量实验
室、风能实验室和光伏实验室。还有令人侧目的学
校对低碳校园设施的规划———将建设九大系统：
即太阳能发电系统、 风力发电系统、 地热利用系
统、雨水回收系统、风车提水灌溉系统、垃圾分类
系统、沼气利用系统、清洁能源利用系统、低碳生
活用品开发系统。

如今，随着学校被立项为江苏省课程基地，经
过近3年的探索与实践，学校从课程目标、课程资
源、课程平台、课程实施、学习方式和教学方式5个
维度进行了精心规划与建设， 走出了别具特色的
学校课程建设之路。

为什么是低碳教育

为什么选择低碳教育作为课程基地建设的
主题？ 对这个问题校长熊新华给出了四个方面
的理由。 一是课改以后，作为普通高中，有三个问
题不能回避，即如何提高课程的选择性，促进学
生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如何推动培养模式多样
化，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求；如何适应社
会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探索培养创新人才的新
途径。 通过课程基地建设，带动课程系统的变革
是不二选择。 二是基于当地的资源条件。 盐城拥
有丰富的太阳能和风力资源，全市建有多个太阳
能光伏电站和风力发电站，还建有全国最大的环
保产业基地，一些著名环保企业均在该市设有研
发中心和生产基地， 这为学校的选择提供了支
撑。 三是低碳领域作为科技发展前沿，与高中多
门学科密切相关，有利于学生的学科学习与综合
素养提升。 四是与学校一直倡导的生态文明校园
文化建设高度契合。

以低碳为主题开发与整合课程

这是一节高一（4）班的低碳教育课，学生被
分成了8个小组，集中在课程基地实验室上课。 有
的小组运用奥氏气体测定法和气相色谱法， 对在
不同场所收集到的气体中二氧化碳浓度进行测
量； 有的小组在比较研究苏北里下河地区曾广泛
使用的垂直轴风车和荷兰水平轴风车在稳定性、
便利性和风能利用率等方面的优缺点。 光伏电池
设置方位实验研究系统的一组同学， 正听着老师
介绍“太阳能自动跟踪系统”、“光传感跟踪系统”
等“深奥”知识，学生有听懂的，也有没听懂的。 姚
顺杰同学提出自己的疑问，是否能像“闹钟转角系
统”一样，只要根据时间设定，可以像闹钟走时一
样， 变换太阳能板的角度， 达到太阳能吸收最大
化？ 组长张昊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如果我
们小组通过光伏电池设置方位实验研究系统，将
不同方位设置与太阳能双轴全自动跟踪系统的发
电效率进行对比分析， 就可以得出盐城地区太阳
能接受设备放置的最优角度， 这样可以为太阳能
接受设备的安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

在盐城一中， 低碳教育课是所有高一年级学
生的必选课。学校结合教材，将一些学科中与碳相
关的重难点内容挖掘梳理，开发了《动、植物在碳
循环中作用的研究》、《串、并联电阻对光伏电池填
充因子的影响测试》、《电能存储对比实验》、《液体

中CO2含量测定及影响海水吸收CO2因素的探究》
等近50个探究实验，便于师生做中学、学中做。 丰
富有趣、形象直观的实验设施设备，不仅便于演示
操作，使学生的实践体验得到满足，还有效激发了
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的热情。 在低碳教育课程学
习中，有些学生在分享体验、探究、合作和成功的快
乐时， 心中埋下了科学研究和创新设计的种子，满
足了部分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有些学生甚至已
经开始为自身未来职业生涯发展之路规划定位。

除了整合课程，开发实验课程，学校还以班会
主题活动课的形式，让学生参与低碳主题活动。 据
该校学生工作处主任沈增宏介绍，学校每个学年都
要组织一次以低碳为主题的主题班会，通过低碳宣
传橱窗、黑板报、漫画大赛和低碳生活金点子征集
等活动形式，丰富学生低碳生活方式的经验，引发
学生对环境问题的思考，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创新设计的兴趣
和能力。 2013年，该校朱彦峰同学设计的深翻锄草
培土器曾在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荣获银奖，王
艺同学设计的家庭生活污水净化器在第七届国际
发明展览会上获得了铜奖。

低碳向学生生活延伸

走进学校的教室，可以看到每个教室后面都整
齐摆放着三只专门定制的垃圾桶。大、中、小三只垃
圾筒上分别贴有“塑料瓶”、“废纸”、“不可回收”字
样。 大一些的是装塑料瓶的，因为学生们每天会饮
用大量的瓶装水。瓶子归瓶子，废纸归废纸，一些不
能再循环利用的生活垃圾则被放在了标有“不可回
收”的垃圾桶里。 各班由值日生每天将不可回收垃
圾作为垃圾丢掉，而饮料瓶和废纸则委托保洁员卖
给回收站，得到的收入作为班费。一个学期下来，每
个班的班费都绰绰有余。 校长熊新华说，循环经济
理论认为，废物是放错地点的资源，学生也许并不
知道废物如何再成为资源的过程， 但这一做法，至
少让学生亲身体验到废旧塑料和废纸带来的经济
价值，长期坚持下去，学生这一低碳环保行为必然
能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从我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
生，身上会烙上一种特质，他们不仅具有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也养成了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学校还组织编写了《低碳》、《低碳案例研究》、
《低碳实验手册》、《家庭低碳生活手册》和《低碳知
识读本》等，其中的理念，不但影响学生在校的生活
方式，还影响到学生及家长的生活方式。翻开《家庭
低碳生活手册》，其中低碳生活金点子分衣物篇、饮
食篇、出行篇、用品篇、居住篇5个章节，109条金点
子简明扼要，图文并茂。学生通过把学习到的“低碳
生活”金点子、小窍门带进家庭，带动家人共同践行
低碳生活方式。学校还组织“低碳宣传进社区”的实
践活动，推广健康、文明、节俭、适度的生活理念，让
低碳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模式走进了社区。 借助

“对外开放周”和“特色巡礼周”等活动，开放校园低
碳网站和低碳课程基地实验室，旨在让更多学生和
周围群众了解低碳知识，接触低碳科技。

对于以低碳为主题的课程，校长熊新华有自己
的评价。 他认为这样的课程模式，实现了从学科中
心模式向文化中心模式的转变；初步形成的以感知
体验、实验验证、实践探究为主要模式的操作方式，
有效地培养了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的能力。他
说，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低碳教育不
只是一门特色课程，更重要的是通过低碳教育课程
的实施，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积极践行并传播生
态文明。

江苏省盐城第一中学高一学生在光伏实验室进行光电微型风扇测试实验。 朱青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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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现代中小学网络教育研究院成立
日前， 北京现代中小学网络教育

研究院在北京举办成立大会。 北京现
代中小学网络教育研究院是由北京市
民政局批准建立的学术研究机构。 其

成立的宗旨是加快中小学教育信息化
进程，促进中小学网络教育健康发展。
希望在研究中小学网络教育现状、经
验和问题， 研发和推荐中小学网络教

育教学优质资源， 推广中小学网络教
育优秀研究成果， 提高中小学教师和
学生的信息素养方面有所作为。

（赵小雅）

课程改革与教学创新研讨会举办
日前，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和北京

市21世纪国际学校共同举办了“全国
中小学课程改革与教学创新研讨会”。
论坛设了“办学思想与学校发展”、
“12年一贯制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特色建设的项目研究” 3个教育论坛，
来自各地的教育专家和教育代表共同
交流讨论。

北京市21世纪国际学校以“做豪

迈的中国人” 为校训， 以每个孩子获
得理想发展、 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为目
标， 开始了民办教育新道路的探索， 目
前已经走过了21年历程。 学校将课程的
设计与实施作为构建特色国际学校的第
一要务， 在小学、 初中、 高中年级开设
中华文化课程、 英语特色课程、 综合实
践课程。 在实现课程一体化衔接之余，
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发展为前提， 研发

了系列校本教材。 在拓宽国际视野的同
时， 学校认识到塑造中国灵魂的重要意
义， 通过以特色课程创新教学模式， 以
诵读经典传承民族文化， 以读书节活动
涵养学生情操， 将中国灵魂植根于学生
的心间。 学校还将活动课程纳入小学、
初中、 高中一体化课程系列， 通过显
性、 隐性活动逐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参与愿望。 （却咏梅）

寻找改变中国教育的实践领袖
日前，由中国新课程研究院发起，

联合九三王选关怀基金会、 中国教师
报、 腾讯教育共同举办的大型公益活
动———2014年度中国“课改杰出教
师、课改杰出校长”评选活动在北京颁
奖。 此次评选活动得到了深圳市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中心和深圳市慈善

会·青少年素质教育基金会的资助。
评选活动以“寻找改变中国教育

的实践领袖”为宗旨，希望寻找到正在
积极践行课程改革并已取得积极成效
的校长和教师， 发现与提炼他们的实
践经验。 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初评、网
络评审、终评以及公示环节，最终有25

名教师获得2014年度“课改杰出教师”
荣誉称号，30名校长获得“课改杰出校
长”荣誉称号。 会上，还宣布成立全国
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协作理事会，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基金推动课程改
革深化与教育创新” 课题组发布了新
的研究项目。 （郑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