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5
月 21 日，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团珠宝
街校区晨会上，五年级学生小颖和小伙伴
们表演了以《三字经》为展示核心内容的

“礼行舞台秀”。
得益学校浓重的国学氛围，负责领诵

的小颖对《三字经》并不陌生，还能从中总
结出自己的见解：“老师讲过，《三字经》核
心思想包括仁、义、诚、敬、孝，里面蕴含了
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比如在学校要尊敬
师长，在家中要孝顺父母。对照这些，我
试着观察自己的行为。以前，我有时会顶
撞爸爸妈妈，可是后来，我明白了爸爸妈
妈都是为我好。作为一个孝顺的好孩子，
首先要学会多站在爸爸妈妈的角度想问
题。”

让国学成为学校的底蕴，让孩子们从
中修身、立德、正行，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
团摸索了十多年，小到塑造硬件环境，大到
营造软件氛围，糅合国学元素，处处育礼，点
点入心。2013年，学校大力推行“知行合

一”的礼育课程，每年都会在孔子诞辰纪念
日举行祭孔典礼，使师生在儒家文化祭祀
大典中感受礼的魅力。组织学生进行入学
开笔礼、十岁成长礼、六年级毕业礼等仪式
活动；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将京剧、赣
剧、非遗传统文化等引入课堂，把国学和各
学科有机整合，编排古诗韵律操，普及戏曲
操；经典诵读活动常态化、常新化、长效化，
每日坚持晨诵、午读，定期开展形式丰富的

“古诗词大会”等展示活动。
“我们整理贴近生活、健康向上、语言

精练的家训和经典家风故事，抄写或张贴
在教室‘每日一诵’角，让孩子们每天早
晨、午读时间诵读，启迪学生思想，帮助学
生们汲取精髓，将良好的习惯自觉地践行
在日常生活中。”南昌市珠市学校教育集
团副校长周艳芳介绍，诸多创新举措中，
最受学生们追捧的要属学校自主设计、定

制的“君子币”。何为君子币？原来，君子
币作用等同于小红花，但学校又赋予了其
君子含义。该币除发挥激励作用，还可以
引导学生对照君子，自觉规范言行举止。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不是简
单地把国学知识重复地拿给学生，而是结
合学生发展需求，选择适合学生持续性发
展需求的内容，对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有价
值的，融入课堂与实践。”

唤醒文化基因，校园里掀起“国学
热”。不光是国学教育进校园，还有不少
学生在校外实践中追寻国学足迹、感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为让学生在“走
出去”中温故旧途，前瞻来路，明吾辈之责
任，早在 2005年底，江西师大附中就坚持
开展主题为“传承赣文化”的系列研学旅
行活动，这其中有赣江行、鄱湖行、名山
行、书院行、非遗行、考古行。

铅山的鹅湖书院、庐山的白鹿洞书
院、弋阳的叠山书院……一连串的足迹换
来的是对历史、对文化全新的理解：在鹅
湖书院，将时光回溯千年，可以看到著名
的“鹅湖之会”；在叠山书院，知晓榭枋得
的民族精神和气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
江西人；宋理宗亲赐匾额的白鹭洲书院培
养造就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英雄
人物；宋代的理学传播中心白鹿洞书院依
然承载着国学文化。而这些感受却是从
教科书中难以获得的。“通过开展系列研
学旅行活动，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江
西文化，感受地域魅力，陶冶审美情趣，增
强实践探究节能，掌握科学文化知识。通
过对名胜古迹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
神奇魅力的挖掘，进一步激发学生爱家
乡、爱祖国的情感和求知欲望。”在江西师
大附中团委书记陈亮看来，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须用脚步
去丈量，用心去体悟。教师在此过程中，
应为学生创造良好条件，赋予一定“自
由”，充当“引路人”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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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有惊喜

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在
传
统
文
化
中
快
乐
成
长

在
传
统
文
化
中
快
乐
成
长

时下时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作为一个高正作为一个高
频词闪光于越来越多的话语场频词闪光于越来越多的话语场，，它传递在学它传递在学
者们的交流中者们的交流中，，飞扬在文艺创作的现场里飞扬在文艺创作的现场里，，也也
印刷在国际交流的名片上印刷在国际交流的名片上。“。“大小适相同大小适相同，，本本
来无别处来无别处。”“。”“高大上高大上””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温也温
情敲开了一个个家门情敲开了一个个家门，，融入孩子的家庭教育融入孩子的家庭教育，，
有时传统有时时髦有时传统有时时髦，，有时安静有时热闹有时安静有时热闹，，日积日积
月累地陪伴和影响着孩子的成长月累地陪伴和影响着孩子的成长。。以家庭为以家庭为
单位单位，，一个个专属而各具特色的一个个专属而各具特色的““新传统新传统””正正
在千家万户发生着在千家万户发生着。。

住在南昌市象湖新城金沙二路的万涛住在南昌市象湖新城金沙二路的万涛，，
家有二宝家有二宝，，哥哥哥哥 55岁岁，，妹妹妹妹 33岁岁。。平日夫妻俩平日夫妻俩
经营一家玩具店经营一家玩具店，，每有新货每有新货，，孩子们总是忍不孩子们总是忍不
住尝鲜住尝鲜，，这其中就有不少让优秀传统文化新这其中就有不少让优秀传统文化新
潮又好玩的宝贝潮又好玩的宝贝。。

入其家入其家，，哥哥正趴在茶几上哥哥正趴在茶几上，，将纸卡的龙将纸卡的龙
头与龙尾粘在一起头与龙尾粘在一起，，再插上小木棒再插上小木棒，，笑呵呵地笑呵呵地
跑到妹妹跟前跑到妹妹跟前：“：“看看看看看看，，舞龙灯咯……舞龙灯咯……””妹妹妹妹
瞄了一眼瞄了一眼，，似乎兴趣不大似乎兴趣不大，，继续坐在地垫上玩继续坐在地垫上玩
贴纸贴纸。。她把五颜六色的豆子从卡片上一颗颗她把五颜六色的豆子从卡片上一颗颗
撕下来撕下来，，再粘到另一张碗形的卡片上再粘到另一张碗形的卡片上。。不一不一
会儿会儿，，一碗香喷喷的腊八粥就完成了一碗香喷喷的腊八粥就完成了。。

万涛告诉记者万涛告诉记者，，孩子们玩的是中国传统孩子们玩的是中国传统
节日手工材料包节日手工材料包，，店里卖得很火店里卖得很火。。除了舞龙除了舞龙
灯和腊八粥灯和腊八粥，，还有串鞭炮还有串鞭炮、、福字贴画福字贴画、、赏花灯赏花灯、、
做汤圆做汤圆、、粽子挂饰粽子挂饰、、划龙舟划龙舟、、包饺子等包饺子等。。而类而类
似的把传统文化嫁接到玩具中去的似的把传统文化嫁接到玩具中去的，，还有二还有二
十四节气拼图十四节气拼图、、成语卡牌成语卡牌、、有声寓言读物等有声寓言读物等
等等。。

““我和孩子的妈妈没上过大学我和孩子的妈妈没上过大学，，对于家庭对于家庭
教育教育，，并没有什么专业系统的计划并没有什么专业系统的计划。。孩子这孩子这
么小么小，，天性应该还是玩天性应该还是玩，，于是想着把我们小时于是想着把我们小时
候玩过的告诉他们候玩过的告诉他们。”。”对于那些难以通过游戏对于那些难以通过游戏
来体验的来体验的，，万涛有他的万涛有他的““必杀技必杀技””————AIAI人工人工
智能产品智能产品。。

““虽然个子小虽然个子小，，但这是当下最热门的但这是当下最热门的 AIAI
了了。。只要下达指令只要下达指令，，它就会按照你说的做它就会按照你说的做。。
天猫精灵天猫精灵，，播放播放《《春晓春晓》。”》。”语毕语毕，，白色圆柱形机白色圆柱形机
身亮起淡蓝色光身亮起淡蓝色光，，传出声响传出声响：“：“即将为您播放即将为您播放

《《春晓春晓》。《》。《春晓春晓》，》，孟浩然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小春眠不觉晓……小
朋友朋友，，学会了吗学会了吗？？咱们再来复习一遍吧咱们再来复习一遍吧。”。”记记

者惊讶之余者惊讶之余，，哥哥已经跑了过来哥哥已经跑了过来，，一边揪一边揪
住爸爸的裤角住爸爸的裤角，，一边夸张地摇头一边夸张地摇头、、跟着跟着

念起了念起了《《春晓春晓》。》。
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变身为时尚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变身为时尚

的新潮的新潮““面貌面貌”，”，也可以是博大精也可以是博大精
深深、、日日研读的本真模样日日研读的本真模样。。红谷滩红谷滩
的刘珍珍妈妈的刘珍珍妈妈，，就系统规划就系统规划、、循序循序
渐进地把孩子方方培养成了渐进地把孩子方方培养成了““古诗古诗
达人达人”。”。

男孩方方男孩方方，，今年今年 1010 岁岁，，小学四年小学四年
级级，，能背诵能背诵100100多首古诗多首古诗。。自小学习古自小学习古

诗古文诗古文，，使得他的作文语句工整使得他的作文语句工整、、用词准确用词准确、、
条理清晰条理清晰，，还能引经据典还能引经据典，，时常得到老师的表时常得到老师的表
扬和同学的赞叹扬和同学的赞叹。。

““中国的孩子不能只用外国的童话来中国的孩子不能只用外国的童话来‘‘喂喂
养养’，’，用绘本用绘本、、故事来学习我们的母语故事来学习我们的母语，，恐怕还恐怕还
不够不够。。孩子的家庭教育孩子的家庭教育，，我们会主动融入一我们会主动融入一
些本民族的东西些本民族的东西，，打好传统文化的基础打好传统文化的基础，，孩子孩子
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就不会跑偏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就不会跑偏。”。”

方方方方 33 至至 55 岁时岁时，，家庭教育的重点是家庭教育的重点是““听听
古诗古诗”，”，通过播放光盘通过播放光盘、、电视电视、、儿歌等儿歌等，，让孩子让孩子
时时感受古诗的朗朗上口和优美韵律时时感受古诗的朗朗上口和优美韵律。。上小上小
学之后学之后，，教育重点转向了教育重点转向了““看古诗看古诗”，”，学习汉学习汉
字字、、理解古诗意境理解古诗意境。。下一步待方方升入初中下一步待方方升入初中，，
刘珍珍考虑让孩子学习刘珍珍考虑让孩子学习《《古文观止古文观止》。》。

““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看起来很难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看起来很难，，其实并其实并
不难不难。。它是慢慢浸润它是慢慢浸润、、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与我们生活紧密相连
的的，，是来源于实际生活又终将回到生活的是来源于实际生活又终将回到生活的。。滕滕
王阁王阁，，南昌的人文标志南昌的人文标志，，一位少年天才在赣江一位少年天才在赣江
边一文成名天下知边一文成名天下知，，多么奇丽的故事多么奇丽的故事。。我们在我们在
滕王阁旁边长大滕王阁旁边长大，，去朗诵这一骈文去朗诵这一骈文名篇名篇，，去体去体
会文中那些描述的洪城美景会文中那些描述的洪城美景，，本真而自然本真而自然。”。”

当刘珍珍带着方方登滕王阁当刘珍珍带着方方登滕王阁，，将将““落霞落霞
与孤鹜齐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水共长天一色””与现场景色对与现场景色对
应起来时应起来时，，从事戏曲调研工作的江国立从事戏曲调研工作的江国立，，则带则带
着他的孩子乐乐奔赴一个个戏曲创作现场着他的孩子乐乐奔赴一个个戏曲创作现场，，
耳濡目染耳濡目染，，感受戏曲的古老与美丽感受戏曲的古老与美丽。。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适合观看不同的适合观看不同的
剧目剧目。。我家男孩我家男孩77岁岁，，有点小有点小，，还是喜欢唱唱还是喜欢唱唱
跳跳跳跳、、欢欢乐乐的戏欢欢乐乐的戏，，放在戏曲节目里放在戏曲节目里，，那就那就
是武生戏是武生戏。。太文静太文静、、太抒情的戏太抒情的戏，，他坐不住他坐不住。。
等孩子有了一定的鉴赏力等孩子有了一定的鉴赏力，，再去引导他看更再去引导他看更
深奥的戏深奥的戏。”。”

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独特的魅力和深
厚的群众基础厚的群众基础。。那袅袅清歌那袅袅清歌，，温暖了广大群温暖了广大群
众的如歌岁月众的如歌岁月，，也锻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也锻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
成为人们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一种艺术存成为人们记忆深处无法抹去的一种艺术存
在在。。如今如今，，乐乐仍在从戏曲中汲取营养乐乐仍在从戏曲中汲取营养，，获得获得
社会知识社会知识，，学会做人的道理学会做人的道理。“。“影响已经显现影响已经显现，，
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孩子年纪的长大越来越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孩子年纪的长大越来越
大大。”。”

和江国立一样和江国立一样，，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江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副教授卜卉也认为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副教授卜卉也认为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历史历史
性以及当前家庭教育选择的多样性等因素性以及当前家庭教育选择的多样性等因素，，
决定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决定了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一项长期工程是一项长期工程，，
不能一蹴而就不能一蹴而就。。

““起初起初，，小朋友对优秀传统文化或许只是小朋友对优秀传统文化或许只是
稍有兴趣稍有兴趣，，而兴趣一般都是短暂的而兴趣一般都是短暂的。。我就教过我就教过
不少孩子弹琵琶不少孩子弹琵琶，，最后能坚持下来并发展为毕最后能坚持下来并发展为毕
生事业的生事业的，，可以说是万里挑一可以说是万里挑一。。但是但是，，就是这就是这
种普及式的接触种普及式的接触，，让他们在知晓钢琴有让他们在知晓钢琴有8888个个
键之外键之外，，还知道我们民族的传统乐器之王还知道我们民族的传统乐器之王、、有有
着着20002000多年历史的琵琶多年历史的琵琶，，有多少根有多少根弦弦！”！”

家庭民族风家庭民族风：：温暖童年岁月温暖童年岁月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万芸芸万芸芸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优秀的中华传统
文化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起。不只学校和
家庭，不少社会热心人士也加入其中。他
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只为让孩子们近
距离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进而化
为行、固为习。新余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教师黄谦就是其中一个。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应更从
容、更理性。”如何定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青少年间的心灵联系，黄谦有着另一番
见解。这见解建立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
黄谦擅长谱曲，且又对唐诗宋词十分热
爱。在通过新余市和之韵唐诗合唱团向大
众传播唐诗之美的过程中，他愈发意识到

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娃娃抓
起，须从小打下牢固情感根基。于是，自
2016 年开始，他就在新余市暨阳学校、逸
夫小学、渝水区第五小学开设公益课堂，教
授吟诵经典诗词。“暨阳学校还专门组建了
唐诗宋词朗诵团，当时有 500 多个人报
名。这太难得了，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入人心，老少咸宜。”每每开课，座无虚
席，孩子们个个饱含求知的眼神让黄谦惊
喜万分。

去年 3 月，黄谦受邀在暨阳学校给全
市 300 多名语文老师讲授吟诵《静夜思》。
新颖的教学方式吸引了不少年轻教师的目
光。课后，当地一所乡村学校——良山镇
第一小学校长找到黄谦，希望他能去学校
做个讲座。黄谦二话不说，痛快答应。当
年 10 月，他就给该校师生做了一场讲座。
这犹如一缕醇厚的清风搅动了良山一小师

生的心湖。始于讲座，不止于讲座，从今年
3月份开始，黄谦每个月去两次良山一小，
教孩子们吟诵唐诗。学校因此而诞生了一
支学生吟诵队。

“学校是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的重要阵地。可对乡村学校来说，有吟诵
诗词经验的老师太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非立竿
见影。这需要时间去沉淀、需要耐心去积
攒。”在黄谦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
面镜子，是一部教科书，其中蕴含的智慧、
道理可以影响并左右每一个人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老师们发现，相对来说，
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孩子，更显
自律。良山一小吟诵队队员张钰煊，上课
总是注意力不集中。可自从进了吟诵队以
后，大为改观。“听家长说，他现在总是对着
镜子练那种炯炯有神的眼神。因为在吟唱

《出塞》时，我告诉他们古代将士正是因为
纪律严明，才能保家卫国，才能打胜仗。不
仅要唱出精气神，日常行为也要时时透着
这股劲！”

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关
注，黄谦呼吁更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见地有热情的人加入，尤其是高校教师，把
才华和智慧奉献给基础教育。因为基础教
育阶段是人格塑造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
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重要阶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不能“缺
席”。

与黄谦一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着深厚情愫的还有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
师余轩宇。2017年初，为推动国学教育社
会化、职业化、规范化、科学化，探讨我国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余
轩宇主持在校内成立的国学创意工作
室。“国香谱上留骚客，枫树山中有后学。”
这是贴在工作室门外的一副对联，内容是
余轩宇自拟的。简单一副对联却也直接
道明余轩宇的心意：“文学虽然只是国学

的一部分，却是最被人们认知认同的一部
分；至于枫树山，是我们景德镇学院的所
在地。我希望在这个红叶似火的地方，能
够尽一份绵薄之力，为我爱的文学、我爱
的学生、我爱的学校以及复兴中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同年 6 月，景德镇学院人文
系组建成立“明思教育”实训基地，让其与
国学创意工作室实现理论到实践的有效
过渡和无缝对接。依托“明思教育”的国
学班，国学创意工作室招收 6 至 12 岁的小
朋友，以讲授为主进行《弟子规》《西游记》

《论语》等课程的学习，有别于中小学里以
诵读为主的普及课。

“有很多家长，自己本身就有很好的素
养。在行为养成方面，他们的孩子其实已
经教育得很好。但他们更希望孩子能够经
历那一整套有仪式感的程序，能够系统地
了解和学习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
接待过一些家长，他们非常详细地询问课
程内容和上课方式，甚至于考察老师。这
若是放在普通学校里，几乎是难以想象
的。”余轩宇说。

社会理性化社会理性化：：从从容浸润童心容浸润童心
□ 本报记者 齐美煜

给孩子一份
别样的营养

□ 万芸芸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
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
一个中国人的共同基因。

千百年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从物质世界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到精神世界的琴棋书
画，更有我们独特而优秀的民
族精神和价值观等等，浸润和
影响了一代代中华儿女。那
牵着奶奶的手去邻村赶集看
大戏，那骑在爸爸头上遥指江
上龙舟竞渡，在屋檐下感受二
十四节气的智慧与诗意等，成
为多少国人心底潜藏的最温
暖的回忆。

曾几何时，国人的生活越
来越国际化。一段时间，说一
口流利的英语，弹一曲动听的
钢琴曲，跳一段优美的芭蕾，
能讲出圣诞节、万圣节的节日
典故等等成为人们的追求。
西方的一切被追捧、被推崇，
而把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
化弃之一旁。更让人心痛的
是，这种“崇洋”之风也波及到
了孩子的教育：还没学会“人
之初”先要满口“A、B、C”。殊
不知，与世界接轨不应以消减
民族性为代价，一切的国际化
都离不开民族化这个前提。
没有历史如何走向未来？没
有民族文化血脉赓续，我们以
何身份，以何自信与世界对话
交流？

可喜的是，近两年来，随
着传统文化的兴起，家庭、学
校和社会都逐渐认识到优秀
传统文化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不可或缺的文化营养，他们开
始重视并行动起来。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优
秀传统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可
以厚重也可以时尚；优秀传统
文化还是寓教于乐的，与中国
人的生活黏合妥帖。学校、社
会、家庭，三方齐发力，创新优
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拉近
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活的距离，
让优秀传统文化参与到孩子
的成长中来，让孩子们了解并
喜爱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它的
传承者，这是我们作为家长或
者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
是必须履行的义务。

校园国学热校园国学热：：唤唤醒文化基因醒文化基因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美煜齐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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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谦领着孩子们吟诵古诗黄谦领着孩子们吟诵古诗

新余良山一小的孩子们新余良山一小的孩子们
吟唱吟唱《《出塞出塞》》

（本版图片由李智雄、徐萍、万会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