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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进校园，近些年
来一直没有停，戏曲进校园、武
术进校园、书法进校园、楹联进
校园，如今又有中草药进校园
等，总体而言，大多属于艺术类
范畴。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

“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
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
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
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
体系，关乎世道人心。抽去道，
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
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戏
曲、武术等进校园，很有必要，但
不必进入所有学校，需要进入所
有学校的是“道”，重心是德性教
育，其支撑点则是礼仪教育、人
格教育、担当教育和经典教育。
在这些问题上着力，庶几可从
根本上提升学生素质。

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
是道德理性

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
在于，西方是宗教文化，是以

“神”作为中心展开的，人的灵
魂需要交给上帝“管理”。中国
文化是以“人”作为本位展开
的，人的灵魂需要自己通过道
德来“管理”。中国文化的基本
命题是立德树人，即如何通过
教育、践行，造就人格完善的

“君子”。千百年来，从孔子到
朱子，再到顾炎武、曾国藩，古
昔先贤无不孜孜于此，从而形
成了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丰厚思想资源。把人的
成长，定义为德性的增长，是中
国文化的伟大与优秀之处。

儿童教育是将来立身于世
的基础，人的德性、操行、人格、
志向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
对于个人的未来，乃至国家的
命 运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最 为 深
远。基础不稳，人生堪忧。《周
易》提出“蒙以养正”的命题，认
为在童蒙时期“自养正道”“培
根固本”，意义重大，堪称“至圣
之功”。近代著名教育家唐文
治先生也曾说：“欲救天下，先
救学校，欲救学生，先救人心。”

多年来，在应试教育的体
制之下，学生为分数而学，教师
为分数而教。某些教育工作
者，鼓吹个性解放等西方教育
理念，放弃对学生德性的引导，
导致学生身心的放任。道德教
育虚悬一格，思想品德课内容
空疏，不接地气。有人以“不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口号为
诱惑，将教学的热点引向各种

各样的技能考级，其结果是“让
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事实
证明，今日社会风气的涣散、
腐败，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难辞
其咎。

传统文化浩瀚博大，涵盖
万有，但各部分的重要性并不
等同。在学风浮躁的当下，某
些表演性强，热闹、花哨，容易
显示成就的活动，可能成为首
选，但它注定是光开花、不结果
的造势运动。而儿童的道德教
育，不仅社会能见度低，而且需
要做艰苦细致的努力，短期内
不容易见成果，却是我们民族
的百年大计，任何一位希冀成
为教育家的教师、校长都应该
在这一关键点上有所作为。

小学生以礼仪教育为主

礼仪是文明民族的标志，
任何一个民族，但凡其文化发
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出现属于
自己民族的礼仪。中华文明，
震烁古今。中华礼仪，彰显了
我们民族的友善、和谐与典雅，
更是久享盛誉。但是，近代以
来，传统文化被抹黑，礼仪传承
被 中 断 ，很 多 人 不 知 礼 为 何
物。如今出境旅游的中国人越
来越多，毋庸讳言，世界各国对
中国游客很少有正面评价，中
华民族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在国内更是如此，不愿排队，说
话嚷嚷，随地吐痰、扔废弃物等
随处可见，大家普遍抱怨国人
素质差。问题出在民众身上，
根源是在现行教育制度，从小
学到大学缺少礼仪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修身
进德、知书达礼，是求学的首要
任务，无人可以例外。《大学》
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为本。”要成为一名合
格的社会成员，坐有坐相、站有
站相，自律自爱，彬彬有礼等，
都是修身的主课，并且是在儿
童教育中完成的。

先秦的学校教育分小学与
大学两个阶段，八岁入小学，教

“小节”，“教之以洒扫、应对、进
退 之 节 ，礼 乐 、射 御 、书 数 之
文”，属于行为教育；十五岁入
大学，教“大节”，“教之以穷理、
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如此
区分很有道理。古人根据经典
精神的要求，将孝亲、尊师、友
爱、勤劳、节俭、礼让、谦和等理
念以及心术、威仪、服饰、饮食、
辞令等做人必备的规范，转换
为操作性很强的礼仪，融汇在

日 常 生 活 中 ，让 孩 子 每 天 践
行。孩子虽然在文化、智力、阅
历等方面不如成年人，但涉世
不深，心性单纯，可塑性强。这
些礼仪，简明易懂，容易上手，
久而久之，自然内化于心；一举
一动，优雅从容，自然而然，合
于法度。所以孔子说：“少成若
天性，习惯之为常。”

朱熹非常认同先秦儒家的
理念，他编撰的《童蒙须知》说：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
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
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
宜，皆所当知。”这些规矩浸润
着修身的理念，“皆所以为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
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
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这
些做人的细节，事关做人的形
象，“修之则吉，悖之则凶”，对
人生、对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
绝非可有可无的琐碎仪节。

曾国藩称赞朱熹的《小学》
说：“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
差具于是。盖先王之治人，尤
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
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
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
性 而 不 使 纵 ，规 矩 方 圆 之 至
也。”曾国藩要求子弟“洗尽浮
华，朴实谙练”“除读书外，教之
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
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
不为也”。

朱自清《经典常谈》介绍儒
家之礼时说，“这种礼，教人节
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会的秩
序，可以说是政治制度”“就是
一个人饮食言动，也都该有个
规矩，别叫旁人难过，更别侵犯
着旁人，反正诸事都记得着自
己的分儿”“这些风俗习惯有一
些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

笔者深信，从现在起，在全
国所有小学中开展礼仪教育，
三年五载之后，学生的气象、社
会风气乃至中华的民族形象，
一定会焕然一新。

中学生以人格与社会
担当教育为主

中学时期，是学生的人生
观、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于人于
世，都至关重要。任何文化的
核心都是价值观。所谓人生价
值，是指人应该如何活着，为谁
活着？判断人生价值的标准，
是从这个世界上攫取得越多越
高，还是给予这个世界的越多
越高？不管自己是否意识到，

人每天都被这一基本问题所左
右。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首要
的是人格教育。梁启超先生当
年在清华讲演时指出：“英美教
育精神，以养成国民之人格为
宗旨。”他说西人所谓有人格
者，“即我国所谓君子”。我国
古代的人格教育，就是“君子”
教育，这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命
题。早在战国时代，孟子就将
仁、义、礼、智等“四端”作为人
格标准来提倡，仁是博爱之心，
义是羞耻之心，礼是恭敬之心，
知是是非心，缺少其中任何一
项，都“谓之非人”。“四端”是人
之所以为人的品格、境界与行
为方式，足以影响人的一生。
四 端 健 全 ，才 有 可 能 成 为 完
人。反之，书读得再多也不可
能成才，而且有可能危害社会。

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并
非人生的终极目标，随之而来
的任务，是扩而充之，让自我价
值与社会进步紧密相连，勇于
为天下担当，由“小我”走向“大
我”，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中国的儒者，最富天下情怀。
孔子提出的建立“天下为公”的
大同社会的理想，鼓舞了一代
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
地为之奋斗。宋明学者尤为突
出，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
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东林党
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
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再到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为天下担当，已然成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深深扎
根于社会的深层，成为中华民

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
学 生 的 志 向 只 有 不 断 激

励，才能卓然独立。唐文治先
生少年时读到清儒陆清献的

《座右铭》中“天下后世待汝治，
汝勿徇汝无涯之欲而丧厥志”
一句，“颇觉奋然”，成为一生理
想。他担任无锡国学专修馆校
长时，曾编撰《人格》一书作教
材，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神，所
过者化”等语砥砺学生品德。
他自撰楹联：“四海同春，老吾
老及人老，幼吾幼及人幼；万物
一体，天下溺犹己溺，天下饥犹
己饥”。以这种高尚的思想作
为学校教育的主旋律，学生素
质必将全面提升。

经典教育与文化认同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
态，世界上只有最优秀的民族
才拥有经典。中国文化作为人
类“轴心时代”的典范之一，其
所创作的《孝经》《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等，是中华民族
价值观体系与生活样式的载
体，是千百年来举国认同的经
典，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
影 响 不 可 小 觑 。 梁 启 超 说 ：

“《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
之总源泉，《孟子》自宋以后势
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
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
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
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
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
熊十力说：“夫经之所明者，常
道也。常道如何可废？”徐复观
说，中国经典“在人之所以为人
的这一方面，确显示了常道，而
可对自己的民族，永远在精神
的流注贯通中，与我们以启发
鼓励、提撕、温暖，我觉得这是

无可置疑的。”
自民国初，蔡元培宣布在

学校中废除读经教育，经典教
育的传统被阻断。这一决定，
引起地方及学界的反弹，故其
后出现多次反复。作为近代最
早开眼看世界的学者之一的严
复，晚年积极提倡读经，他说儒
家群经是“中国性命根本之书”

“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
蔑古”。他将经典学习与人格
养成、国性养成看成是一体的
事情，见解最为深刻：“夫读经
固非为人之事，其于孔子，更无
加损，乃因吾人教育国民不如
是，将无人格；转而他求，则亡
国性。无人格谓之非人，无国
性谓之非中国人，故曰经书不
可不读也。”两千年来，中华民
族的文化认同，是建立在这些
经典之上的。若是断然抛弃
之，“转而他求”，就会丧失国
性，不成其为中国人。

当今之世，东西方文化的
博弈随处可见，其本质是：中华
民族能否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
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模式。学
习中华经典，弘扬经典精神，提
高文化立国的理论思维与公民
的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突出
中华的文化主体性与品格，深
入探讨与实践，以此解决中国
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的问题，重
建人格标准与道德伦理规范、
为人处世的原则、社会公德，陶
冶情操、变化气质，对于整体提
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全民素
质，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在清华大
学先后开设的“文物精品与文
化中国”“中国古代礼仪文明”
均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传统文化进校园的重心与支点
彭林

在一所文化底蕴深厚的农村中学，怎
样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呢？

山东省邹城市看庄中学融合乡土元
素，用身边的题材精心打造乡土教材，用
身边的熟人、故事讲述传统文化精髓要
义，用身边的活动促进学生成长，积极寻
找传统文化的乡土表达。

教材：身边的题材

邹城是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孟子故
里，儒学文化发源地之一。我们在继承、
弘扬、研究传统文化方面充分利用这些有
利条件。《论语》 和 《孟子》 中处事、求
学、君子、志向、孝道、感恩、劝学、惜
时等内容，都是适合学生的教材，我们只
要稍加整理，分门别类学习即可。这些经
典的学习，会影响学生一生。

除挖掘孔孟文化外，我们也积极挖掘
乡土题材。看庄镇柳下邑村是柳下惠的食
邑，柳下惠的故事和传说至今仍有积极的
因素，由此我们开发了 《孟子和柳下惠》
校本教材。

传统文化也蕴含在日常生活中。近年
来邹城市围绕“儒润邹城、美丽家庭”

“儒润邹城、邹城先锋”等活动，看庄镇
也开展了“儒润邹城 幸福看庄”美德教
育建设和“看庄好人”评选等活动。

在这些场景中，学生进入自己身边的
世界，看到了习以为常的生活里蕴藏的美
好因素，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乡，了解了
自己的生活。

师资：身边的熟人

身边的熟人，包括学校的教师、学
生，还包括身边知名度高的“本土专
家”，甚至是村庄里的邻家大叔。

在传统文化学习和研究方面有一定专
长的教师可以成为学校专、兼职的导师，
这些导师利用地方和校本两级课程，积极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也充分发挥学
生的力量。如柳下邑村和看庄镇联合挖掘
古代文献记载的 8 个和柳下惠相关的故
事，在相关课堂上，柳下邑村的学生就成
了故事的讲述者。

知名度高的“本土专家”大多采取集
中讲座的方式进行。邹城市孟子学堂和孟
子书院就组建了本地乡土专家团队，有了
专家的团队参与、引领，国学经典的教学
呈现多元化和开放性。

乡间不乏传统道德的践行者，他们可
能文凭不高，但是他们的行为无不打着传
统文化的烙印，他们是传统文化活资源。
看庄镇已经评选三届“看庄好人”，他们
的事迹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在他们
走上讲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就
是最受学生尊敬的老师。

教学法：身边的活动

促使学生学有所获的方法和途径就是
教师让学生参与传统文化的各项活动。

传统文化教育设计的活动要突出乡土
元素。我们在《孟子和柳下惠》教学中，设计
了以下问题：一个村庄缘何以城市命名，孟
子如何评价柳下惠，文献记载的柳下惠故
事和传统儒家思想有哪些契合点，柳下惠
为什么被称为“和圣”，“和”在传统文化中有
怎样的地位，“和”的思想在今天有什么意
义，邹城为什么能够产生孟子思想，为什么
能够留下柳下惠的传说，孟子思想和柳下惠
的传说对邹城又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传统文化的教学活动也要突出乡土元
素。本校教师的课堂授课、身边同学的调
查研究、本土专家集中讲座等活动，使学
生的多种能力，包括探索能力、沟通能
力、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合作能力、表
达能力，甚至还有勇气和坚守等品质，在
传统文化和乡土元素的融合中得以提升。
应该说，融合了乡土元素的传统文化教育
很好地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容。

成效：身边的榜样

在传统文化教学中，学生对学习有了
浓厚的兴趣，增长了许多历史知识，文化
素养得以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
快乐；不断充实的心灵，也使学生增强自
信、自强的力量，在家乡文化的滋养下完
成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建立，成为一个自
知、自信、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人。
四年来，我们评选了四届最美中学生和最
美毕业生，身边表现突出的同学成为大家
都看得到的学习榜样，这形成一种特殊效
力，传统文化美的种子就这样种在了学生
身上，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几年来的实践中，我们把传统文化教
育变成接地气的课程，把从前学生陌生的
经典变成现在熟悉的内容，使传统文化教
育成为有根的教育。

（作者单位：山东省邹城市看庄中学）

学生的多种能力，还有勇气和坚
守等品质，在传统文化和乡土元素的
融合中得以提升。应该说，融合了乡
土元素的传统文化教育很好地体现了
素质教育的内容。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乡土表达

刘培涛 刘成娥

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
是形式、方法。两者同属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关乎世
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需要进入所有学校的是
“道”，重心是德性教育，其支撑点则是礼仪教育、人格教育、担当教育和经
典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着力，庶几可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素质。

近来，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
伦获诺贝尔文学奖，世界似乎被
诗“照亮”。上海复旦大学附中
高一学生武亦姝在央视中国诗
词大会上的出色表现，则激发出
国人对古典诗词的新热情。一
时间，诗教成为人们关注的话
题。

诗与乐

笔者对迪伦的知晓源自德
国导师的青春情结。导师那代
知识分子的青春全然浸润于民
权与反战的运动浪潮。迪伦为
标志性符号之一，传世之作《答
案在风中飘》首次公开时迪伦年
仅 21 岁。翌年，1963 年 8 月 28
日，林肯纪念堂前，当马丁·路
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之
际，迪伦为几十万名示威民众高
歌。去年10月13日，因其“秉承
伟大的美国诗歌传统而创造崭
新的诗意表达”，75 岁的迪伦荣
膺诺贝尔文学奖。

20年前，当迪伦首度被诺奖
提名时，美国诗坛怪杰艾伦·金

斯堡就在推荐信中写道，迪伦的
“作品帮助我们恢复了音乐与诗
歌之间的重要关联。”迪伦也把
自己定位于“行吟诗人”。迪伦
的歌词是一种隐喻，犹如寓言
诗，代表着一种离经叛道的美学
风格。他把一首首民谣化作一
篇篇撼天动地的民权宣言与反
战檄文。他的民谣中，有“大道”
存焉。

诗与道

诗载道。《毛诗》曰：正得失，
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
歌是一种载体。“《诗》可以兴，可
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然而，社
会毕竟不可能重返文王时代。
当代人无需以诗来实现兴观群
怨，但诗歌仍可作为一种绝佳的
教育载体。中华自古便有“诗
教”传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诗、礼、乐，构成一个完整而
有序的教化系统。诗教、礼教、
乐教，三位一体。乐自内出，礼
由外作。乐主和，礼主敬意。以
礼教中，以乐教和。而两者之基

乃诗教，位列教化次序之端。
时下的学校教育却远离诗

歌，除必读几首经典古诗之外，
学生对诗歌隔膜已久。原因无
外乎考试指挥棒效应，不考便可
不教、不学，这就是应试教育的
逻辑。会考抑或中考、高考，“文
体不限，诗歌除外”，成为语文教
育乃至国民教育挥之不去的阴
影。“《乐经》云亡，诗教式微。道
德沦丧，精力熛摧。”李叔同百年
前的哀叹如警钟，长鸣于当下的
教育时空。

诗与教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擎
旗做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
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
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
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
驱驰！”在诗的国度，中国文化即

诗性文化。百年前的新文化运
动便以诗的革新为突破口，由胡
适 1916 年 8 月 23 日创作的白话
诗《两只蝴蝶》开启。新诗诞生
百年，以此为契机，诗教可撬动
教育变革。

办诗性学校。文化自信源
自 对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坚
守。李叔同 1905 年编辑的《国
学唱歌集》为当时中小学所取，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诗的形
式吟出来，以歌的形式唱出来，
以教的形式传下去。吟声歌声
遍布大江南北，堪为范例。最
近，二十四节气入选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一些学校
随即开设校本课程，吟诗诵文以
观物候。诗教，进而可孕育一所
学校“温柔敦厚”的人文氤氲，使
校园生意盎然，堪比“洙泗上，弦
歌地”。百年积淀的苏州十中，

办的是“本真、唯美、超然”的“诗
性教育”，校长柳袁照“让老师诗
性地做老师，让学生诗意地成
长”。

育诗意学子。通过兴（感
发）、道（引导）、讽（开卷）、诵（吟
诵），诗教引领孩子滋养情感、涤
荡灵魂、回归本真、完善人格、启
迪人生，峨峨兮若泰山，汤汤乎
如流水。诗言知，诗言情，诗言
志，以实现求真、向善与归美的
圆融。道在日新，创新是民族进
步的灵魂。西语中的诗人源自
古希腊语，意即创造者。诗人艾
青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没
有诗就没有创造。常吟诗诵词，
有助于激发个体的创造力。

诗与国

以诗作舟，荡漾于诗意、诗
情、诗境，诗教所铺展的是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教
育，仁爱共济、立己达人的社会
关爱教育，正心笃志、崇德弘毅
的人格修养教育。诗教近可净
化、滋养、陶冶一颗颗稚嫩的心

灵，使莘莘学子腹有诗书气自
华，走向梦想缤纷的远方。诗教
远可教化民众、治国理政，即《诗
大序》所说的，“经夫妇，成孝敬，
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莫近于
诗”。诗教甚而可体现一邦之民
风与国力。子曰，入其国，其教
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
教也。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
同国脉相连。个体的青春就是
一首跌宕起伏的组诗，而民族的
青 春 即 为 一 首 荡 气 回 肠 的 史
诗。诗，关乎生命的救赎，关乎
国运的兴隆。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
序。《诗纬》有言：“诗者，天地之
心也。”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
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以成
人；不学诗，人生的答案将永远

“在风中飘”。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

领导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

诗歌里的民族教育智慧
俞可

诗教近可净化、滋养、陶冶心灵，远可教化民
众、治国理政，甚而体现一邦之民风与国力。

【扎根】

【放眼】

【论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
国民教育始终。学校教育如何科学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编者

我与“你”相遇。 CFP供图

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