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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灯下漫笔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是中华民族
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禔身
范俗的历史镜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文化源泉。探讨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
化，是对5000年来中华家文化历史的尊
重，也为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家文化提
供了历史参考。

由江苏师范大学中华家文化研究
院院长陈延斌教授和海南师范大学杨
威教授主编的新作《家国情怀——中华
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已由中国方正出
版社出版。该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
与优秀家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同时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家训、家风研究的又
一力作。书中从学理层面全面系统地
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家风与家教之道，
从经验层面全面总结并展示了中华民族
的家风典范，从实践层面深入挖掘了中
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积极内蕴与时代
价值。相较于其他有关家训、家风的著
作而言，该书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其一，该书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的基本原则，全面勾勒了中华优秀传统
家风文化图景。

首先，该书系统地剖析了中华优秀
传统家风的文化渊源——家国情怀、培
塑路径——家训教化、核心内涵——修

身齐家处世、传承理念——克绍箕裘，有
益于读者从历史的维度整体地认知中华
优秀家风文化。其次，该书翔实地遴选、
总结并归纳了29例家风典范，既涵盖了
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各阶层家风
的经典范例，也囊括了救亡图存之时，志
士英烈家风的典型案例，在体现中华优
秀家风文化多元性的同时旨归于揭示中
国特色的伦理关系。最后，该书以现实
生活为指向，审视了中华优秀家风文化
的历史地位、古今论域，并对中华优秀家
风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位，在此基础上从
继承性、民族性、时代性三个层面阐述了
中华优秀家风的时代价值。该书旨在让
读者在酣畅淋漓的阅读中了解中华家风
文化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其二，该书积极运用创新性的话语
表达形式，在实现学术性与趣味性有效融
合的同时彰显了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火花。

首先，在家国情怀的阐释中，该书打
破了传统学术研究中说教式的话语模式，
文辞运用优美华丽、气势磅礴，但也不乏
对传统社会生态的实质性阐释，这有益于
激发读者在与之共情的基础上了解家训、
家风的历史文化背景。其次，在经典范例
的阐释中，该书打破了“之乎者也”的表达
方式，告别了大量原文引用的陈述模式，
用语言学中的叙事方式，娓娓道来，讲述

人们听得懂、喜欢听的家风故事，也不乏
旁征博引、历史考据，在激发阅读趣味性
的同时彰显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益于
实现文本与读者间的对话交流。最后，该
书依据时代发展和语境变化，在传统与现
代的张力之间，寻找到了中华优秀传统家
风文化的时代价值，积极运用日常生活话
语与流行词语，力图实现中华优秀家风文
化的生活化、大众化。

其三，该书始终立足时代之需，关注
家训、家风领域的前沿问题，具有极强的
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理论层面，首先，书中揭示了中国
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伦理本位”的家国模
式、“家国天下”的道德格局、“信行合一”
的现实功用，归纳总结了家训教化的历
史嬗变与基本特征；其次，该书积极倡导
追根溯源，从道德的定义、道德的属性、
家风致用三个维度论古说今；最后，该书
提出对中华优秀家风文化的时代定位上
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要构建与
时代相适应的中国家庭德育新模式，在
开放性、平等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塑、再造
中国家庭伦理，等等。

在现实层面，面对代际矛盾突出、孝
道文化衰落、离婚率升高，家风败坏导致
的党员干部腐败、道德失范等日益凸显

的现实问题，该书提出要承续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教育理念，优化教
育环境，丰富教育内容，把握教育时机，
借鉴教育规律，拓展教育资源，重拾经典
读物；要追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家风文
化的精神价值，以德立身为先，注重人格
养成，构建现代孝道，提倡双向度的爱，
弘扬传统美德，营造和谐家风；要引领优
秀家风文明新风尚，弘扬醇正家风主旋
律，助推党风廉政建设，转变家庭德育观
念，赋予家风时代精神，构建新型家庭德
育模式，对接当代文化精髓。由此可见，
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于新时代家风建
设而言其意义不可小觑，“以铜为镜，可
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明得失”，该书的出版，无疑是
对现代家文化建设的又一次强烈呼吁。

《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
化》是一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趣味性与
学术性相统一、理论与现实相统一的实
力巨作。它在漫长的中华文明中挖掘出
至今仍有时代价值的家国情怀；在浩如
烟海的历史人物及其家族中，甄别、遴选
出中华民族优秀家风文化全貌的典范；
在传统优秀家风建设的宝贵经验中寻求
当代家文化建设的现实方案。

（作者单位分别是：哈尔滨工程大
学、中国方正出版社）

挖掘传统“家风范”构建现代家文化
——评《家国情怀：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

张金秋 陈金华 读书不觉夏已至。虽说读书什
么时候都不晚，但还是越早读越
好。真正读与教学有关的书，我是
从四十岁才开始的。

我读的第一本书是 《思维教
学》（R.J. 斯腾伯格 著）。这本书
不是我买的，是我从校长那“借”
出来的，读完后便“窃为私有”，
永久保存了。

学生为什么越来越没有问题？
出类拔萃的学生出了校门为什么变
得呆若木鸡？课堂为什么越来越引
不起学生兴趣？学生迸出的火花为
什么越来越少？⋯⋯读完 《思维教
学》，我豁然开朗：是我们单一的
思维教学模式窒息了学生的创造能
力。

这本书让我意识到：“光有知
识，一个人无法思维；反之，没有思
维，知识又是空洞的，是没有活力
的。”“良好的思维能力是取得成功
的关键。”读完我更加坚信：教育最
重要的目标就是引导学生的思维，
这也是教育最令人欢欣的目标。

新课程改革开始，我便关注自
主学习，恰好遇见 《自主课堂》

（里德利、沃尔瑟 著） 这本书。
课堂上谁自主？传统的课堂

教学研究者大多从教师的角度来
探讨这一问题。然而，仅有教师
的自主，是不是就能营造出良好
的课堂氛围呢？需不需要学生的
自主？《自主课堂》 的作者认为，
要形成自主课堂，造就一个自主
自律的学习者，就必须营造积极的
课堂环境；而教师只有承认并尽力
满足学生的情感、动机需求，才有
可能建立一个积极的、自主的学习
环境——自主课堂。

教学是面对他人生命的艺术，
学习是面对自己生命的艺术。自主
学习，不是理论箴规，而是生活的
态度：承认自己的局限，不试图宰
制他人；反思既有的规则，不逃避
内心的恐惧。而这些，都要等到体
认到发现与独立的喜悦、不依恃习
惯和他人的安排时，才会真正明
白。“我自然”是教育最高境界，

这也是要自主学习的原因。
培养学生的自主和自律不仅仅

是教师的责任，也是学校管理人
员、家长和学生自身所应担负的责
任，这需要学生、教师、家长和学
校管理者达成共识。如果将其仅仅
理解为教师一方的责任，那么实践
起来恐怕就举步维艰了。

课堂本来就是“允许出错的地
方”，让学生明白学习内容对于他
们成长的价值，把学生当作课堂教
学的伙伴，课堂管理不是教师一个
人的事情，这些观点是这本书的精
髓。其中“课堂本来就是‘允许出
错的地方’”对我影响最大，我也
是受益匪浅。

无独有偶。学习科学家 M. 苏
珊娜·多诺万、约翰·D. 布兰思福特
在《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中也提出相
关的见解：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思维，
鼓励学生自由表达思想，教师不能
把学生犯的错看作与无能有关，而
是将之作为对教学的有益贡献。

“曼纽尔，不要擦掉你的这个
题。我知道你可能在想它是错的，
因为你得到了一个不同的答案，但
是请记住，错误帮助我们更好地学
习，因为其他同学也会犯同样的错
误。”这个教学细节告诉我们，从
只关注答案的对与错转换到关注错
误答案的产生过程，是一种很好的
教学技巧。

读 完 《乖 孩 子 的 伤 最 重》
（李雅卿著） 这本书我才知道“好
教师”是这样的：不是他的教育理
论比别人高超多少，不是他的教学
方式比别人先进多少，关键就在于
他的眼中有学生，体悟到“人生而
不同”，始终用开放的心态对待学
习状况不同的每一个孩子，让他们
能在课堂中各得其所，获得学习的
乐趣和成长的欢欣。

好书无限，获益多多。读好
书，如同竹风拂面颊，妍镜照春
花，石子落湖心。渴望成长的教
师，不妨怀着开卷有益之心，去书
中寻找教育教学的智慧吧。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津中学）

到书中寻找教育教学智慧
吴奇

《经济与社会》 原著共两卷，英文本
由多位韦伯研究专家合作翻译，并加有长
篇导言和注释，于 1968 年出版。本书被
众多学者推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著
作。作者韦伯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现代
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社会学三
大“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本书中，全面
系统地表述了其社会学观点和对现代文明
本质的见解。在书中，他进行了世界历史
层面的经验比较，再现各大文明演进的路
径，对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由来与可能的
发展方向有颇多启发。

2006 年，斯坦福大学行为心理学教授
卡罗尔·德韦克公布了自己 30 多年的研究
成果：两种思维理论。他认为，固定型思维
与成长型思维决定着一个人能否成功。

成长型思维是成功的催化剂。利用成长
型思维的力量，学生可以取得超乎他们想象
的成功。当然，关键是要有一个能提供支
持、指导和鼓励的成长型思维的老师。作为
畅销书 《成长型思维训练》 的续集，本书提
供了更多培养成长型思维的策略、技巧、思
想和研究成果，克服挑战的技巧、激励学生
的策略、建设性反馈的方法⋯⋯它们将帮助
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探索成功的新机会。

《经济与社会 （两卷）》
[德]马克斯·韦伯 著
阎克文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成长型思维训练2》
[美]安妮·布洛克 希瑟·亨
得利 著 李华丽 译
青豆书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新书速递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鸣山小学（以下简称
“凤小”）始建于1939年，坐落于重庆市沙坪
坝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进行美育
建设的零星探索，从儿童中国画教育的探索起
步，成立童心书画社，开展书画艺术培育，到
构建“大美育”课程，全方位、全学科实践美
育，实现五育并举。在打造书画特色的品牌过
程中，凤小不断构建特色文化体系，打造美育
课程模式，把“大美育人”的理念贯彻到底。

美育，历来是教育中的重要话题。古代教
育家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把“乐”列为四教之一。“乐教”其实就是美
育，孔子认为这是兴邦治国的重要教育。荀子
对此进一步诠释，指明美育具有“美政、美
人、美俗”的重大意义。无独有偶，国外教育
也强调美育。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
“没有美的教育，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教育。”

作为凤小特色，凤小人如何诠释自己的美
育观呢？笔者认为：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时代
的到来，人工智能具有人所不可匹敌的精力、
算力和学习力，但是，它却难以形成真正的创
造，缺乏真正的审美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因
此，教育所应该做的，就是让人更富有创造和
美的意识，让人更有价值和尊严。增强凤小教
师的“大美育”观，正是新时代教育发展新视
野的要求。

“凤小的‘大美育’，是突破艺术学科的藩
篱，在学生各类学习中都融汇美的思想，让学
生在不同的学习活动中感受美、体验美、认识
美，把美植入人生发展的基因，成就美丽人
生。”在这种“大美育”理念的指导下，“大美”
课程成为了凤小美育品牌化建设的核心动力，将
国家课程的各个学科与校本课程分类整合、融合
创新，形成了三大类学校课程群，即“唯美”课
程、“融美”课程、“生活美学”课程。

“唯美”课程
探索型美育实践

美是观念，美育是教育理念。美育课程引
领学生向美而行，把美育融入生命素养之中。

“唯美”课程，是凤小美育课程体系的重要构
成部分。

“唯美”课程是凤小“大美”课程的特

色。它以艺术课程为主体，各学科相互渗透融
合，包括“一画·童心特色美术”“一鸣·童
心特色音乐”“一跃·童心特色体育”“一书·
童心特色书法”“一趣·童心特色数学”“一
典·童心特色文学”及“一美·童心美之大
美”等特色课程。

美是人人皆可发现的，学生都有对美的感
知能力。差别仅在于个人禀赋及年龄段的不同。
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分为高中低
段，开展不同的主题，探索从单一学科教学向多
学科融合教学转变的“一美童心”实践。

以扎染课程为例。作为发明染织技术的国
家，为了更好地传承、发扬我国染织艺术的魅
力，凤小将“扎染布艺”纳入了“唯美”课程。
发展是更好的传承，将传统艺术应用于现代生
活，是凤小美术特色示范学校的发展目标之一。
通过不同方法的扭结，创造染织出不同效果的图
案，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肌理效果⋯⋯同时，手工
缝制包饰、家居用品，充分凸显扎染的魅力，让
扎染艺术真正成为一门实用的生活艺术。

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看视频，探求扎
染文化起源，欣赏扎染工艺品，从传统中汲
取营养，鼓励学生发挥创造性思维，创作现

代扎染工艺品；
教师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从选布、打

结、缝制、染色、漂洗、晾干，再到设计包的外
形、打纸板、缝制、最后成形⋯⋯整个过程提倡
学生自主完成，协同合作，开展探究性学习；

学生制作了成品后，教师或是通过网络美
展进行展示，家长群、朋友圈都成为了天然的
网络传播阵地，掀起一波波的传播热潮；或是让
学生穿戴着亲手扎染的作品，在生活中尽情展示
自己的创造成果。学生们脸上无不洋溢着骄傲和
自豪，对扎染有了更高的兴趣，对美也有了更深
的感悟。为生活而艺术，既让艺术在生活中得到
升华，也真正实现了艺术的传承和创新。

知识与技能的习得只是基础，激发艺术想
象力，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审美创造能力，这
正是“唯美”课程宝贵的成功经验。

“融美”课程
多元型美育拓展

打造课程体系，仅有单一类型是不够的，
须向不同领域延伸，再从各领域反向回来，共
同指向美育这个核心，才能形成稳固统一、彼
此相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完整架构。

“融美”课程，统整国家课程，从心灵美、
健康美、人文美、理性美“四美”入手，丰富
学生文化底蕴，熏陶学生审美情趣，充分发挥
学科育人的审美价值，涵盖“美好思想、美美
球类、美之英语、美之科学”等11门课程。

笔者认为，语文、数学、体育、科学、英
语等每个学科，都有美的育人要点。例如二年
级的美育融合课程“动植物的奥秘”，依据二
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项目化活动设计，融合
美术、语文、数学、科学等多门学科，引导学
生感知动植物世界的奇妙，构建自己的动植物
知识体系，并运用文字、图表、画作等形式，
生动地表现动植物的奇妙之处。

学生通过观察蝌蚪变青蛙的过程，回到
生命原点，感知动植物的起源；探究蝌蚪成
长变化图，体悟生命变化的奇妙；阅读 《小
蝌蚪找妈妈》 的故事，感受文字符号描述的
生动。

教师带领学生在校园观测，通过实地、
适时、动手操作，学习并制作图数观测表，

汇总数据，在“理性观测”中发现动植物的
奥妙；围绕“同一物种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
数据”展开课堂辨析，在思辨中由浅入深、
丰富完善学生的动植物知识体系。

回顾是“动植物的奥秘”课程中的重要
一 环 。 在 回 顾 中 ， 让 学 生 感 知 动 植 物 的 美
妙、神奇及其丰富的内涵。最后，学生用美
术语言等形式，表现出自己心中美妙的动植
物世界。为童心慧眼插上想象的翅膀，开拓
学生的思维。

凤小将“大美育”观的教学理念融汇到每
一个学科的每一堂课。让学生切身感受美、发
现美，并能用不同学科的不同表达方式，表现
美、创造美。学生的美好情感在学科统整中一
步步融合贯通、感悟升华。

毋庸置疑，“融美”课程，是一条通过美
育渗透与融合，使各学科课程功能增值的可行
之路。

“生活美学”课程
沉浸式美育感染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无言。美从来
都不是独立存在于生活之上的，只有回归生
活，贴近生命，美育才会具有长久的力量。

“生活美学”课程，是凤小“大美”课程
的助翼。学校充分利用地域优势，借力社会
资 源 ， 本 着 “ 生 活 即 艺 术 ” 的 宗 旨 ， 构 建

“生活美学”课程。广播、电视、网络、教
室、走廊、宣传栏⋯⋯到处是生活美学的教
育阵地，真正实现了以美感人，以景育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百名书画家进校
园、作家零距离⋯⋯一系列的主题化实践活
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基因等浸润学生心田，并用多样化的形
式表现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心灵之美；自
然笔记、数学文化、校园文化探究、国学之
美、探秘科学、健康美大 PK 等系列活动，调
动了学生的热情，为学生的个性彰显、风采
展示提供了多样的平台。

“生活美学”课程，将课程资源链接课内
课外，将学生的学习内容从教室、校园扩展至
家庭、社区，丰富到自然世界、社会生活，增
强学生的审美情趣，推动学生科学素养与人文

精神并肩发展。
一年一度的阳光艺术节是凤小“‘生活美

学’课程——美好校园”序列课程之一。众多
知名的美术、音乐、摄影等“艺术大咖”齐
聚，为师生们奉献一场美育的饕餮大餐；“花婆
婆”、南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缙云自然保护区植
物学者走进校园，专题讲座、实践操作等一系
列主题活动，将学生带入奇妙的植物王国，领
略植物之美，培养学生对身边的事物见微知著
的兴趣，提高学生对美的感知和创造能力。

时时处处皆教育，一草一木皆课程。“大
美育”教育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生活美
学”课程为学生创设多种平台，走进军营，走
进社区，走进社会，走进自然⋯⋯使学生在广
阔的空间领略生活之美。

人人都是美育教师，人人都是美育学生。
学生在向美而行中成长，“大美”课程也在向
美而行中成长。最终成就的是学生美的人格
的养成、美的灵魂的塑造，并从此陪伴学生
的一生。

凤小的“大美”课程实践取得了不俗的效
果。学校“大美”课程体系业已成形，教师的
专业发展得到促进，学生的潜能也得到了挖
掘。凤小学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百花齐
放，在各个领域比赛中斩获佳绩。近 3 年，凤
小绘画比赛获国家级别奖励 400 余人次，市区
级奖励 2000 余人次，“孕美成蝶”，效果初显。

同时，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学校美育先进
工作单位”“2019 全国学校美育教学优秀成果
奖”“人文与审美素养教育先进单位”“新时代
美育突出贡献奖”，凤小的美育工作正迈向新的
高度。2019年11月，在“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
成果公益博览会”上，凤小的“大美教育”成
果惊艳亮相珠海，“大美教育”向世界发出了美
丽的重庆声音。作为全国美育校园建设的优秀
范例，美丽凤小的“大美育”观得到了广泛传
播和认同，凤小正成为美育发展的一方沃土，
一个以美育心、以美化人的教育“场”。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一
代教育人披肝沥胆，进行“大美育”课程的探
索与构建，期望雏凤们向美而行，幸福成长，
在美的熏陶下心灵丰富，志存高远，未来能够
鸣声清亮，翱翔于九天之上！

（重庆市沙坪坝区凤鸣山小学 杨 红）

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
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凤鸣山小学秉持“大美育”思想，打造“大美育”课程，真
正做到了以美浸润生命、以美化育童心，凭借美育拓展出教育的一片大天地。

大美教育 幸福成长
——记重庆市沙坪坝区凤鸣山小学“大美育”课程探索与构建

凤鸣山小学大美教育绽放中国教高创凤鸣山小学大美教育绽放中国教高创
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新成果公益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