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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践的国学教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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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后，“国学”开始重新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国学”是什么？毕天璋[1]认为：“国学是在中华民族

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涵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体系。”国学是中华传统

文化的根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越来越

多的人意识到要发扬中华文化，重视文化的源头。
在课堂上，我是教师，是实践者，和孩子们一同学

习国学课程；课下，我是研究者，研究具体教学方法，

研究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行为的得失并及时调整改

进。本文中，我把自己的国学教学经历展现出来，把我

的困惑、我的思考直观地呈现在这里。
一、作为教育者———我的国学教学经历

2016年，本人有幸考上河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

究生。研究生期间，我多次跟随导师和同门姐妹到中

小学进行学习调查研究。之前，我在师大汉语言文学

专业毕业后，一直在高中担任一线语文教师。2017年

实习期间，我来到石家庄一所小学担任国学教师。可

能正是从实践者到研究者的转变和高中、初中、小学

的差异让我对中小学的国学教育有了更立体的认识。
我坚信，每个孩子得到的教育都应该是一个完整的链

条，不能缺失任何一环。
第一次上一年级国学课。因为孩子们更喜欢直观

漂亮的图画，我精心准备制作了《弟子规》的课件，把

课文中不好理解的句子用图片直观地展示出来。当我

满怀信心地走进一年级教室，眼前的场景还是大大超

出了我大脑所能想象到的一切范围。教室里欢腾一

片，数不清的小胳膊、小腿满教室四处晃悠，嘁嘁喳喳

听不清一句话，但是耳朵足以震聋。一个梳小辫的女

生直接晃到我面前，“老师，我的水杯子拧不开了，你

帮我打开吧？”一个小男孩说“老师，我的水瓶里没有

水了，我渴了，我想喝水……”我的声音在一年级的教

室里被完全吞没，如泥沙投进大海……
这是我第一次给一年级孩子上国学课的情景。当

我把这个经历哭诉给导师时，导师告诉我：“孩子们不

听，就说明你的教学设计准备并不好”、“二年级的孩

子凭什么知道王羲之？”……是的，他们只是一二年级

的孩子，刚刚离开幼儿园，我不能把他们想的和中学

生一样。我试着俯下身子，听他们在说什么，观察他

们；我试着站在一二年级孩子的视角想问题，他们喜

欢开口说话，就让孩子们开口，让他们大声读出来，用

各种方式读。
（一个月以后……）

连续四周的课依然是在震耳欲聋的高分贝课堂

上度过的，从一年级出来，耳朵听不清其他人讲话。一

个月后，我慢慢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尽管他们40分

钟的课堂注意力集中时间仅10分钟，但是10分钟的记

忆力好得惊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贾岛的《剑客》，我

以玩游戏的方式启发他们：第一关，我一句一句地领

读了两遍；第二关，难度提升，我两句两句地领读了两

遍，并且对孩子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解答；

第三关，难度继续提升，我不再领读，而是让他们齐

读。总共只读了六遍，有的孩子举起小手竟然磕磕绊

绊背过了！中学生的记忆力都不敢说有这么好！这帮

流鼻涕的娃给了我惊喜，让我对孩子们有了全新的认

识。
二、作为研究者———我对国学教育的认识

1. 国学教育助力学生核心素养落地。2016年9月

贾会锦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近年来，“国学热”逐渐兴起，已有很多的研究者、教育工作者从国学的课程构建、教学方法、重要意

义方面阐述过国学。本人采用行动研究法，在课堂上，我是教师，是实践者；课下，我又是研究者，研究学生接

受、研究国学的具体教学方法，甚至把自己当作研究对象。论文试图通过本人的国学教学经历及对国学教育的

理性认识方面进行叙述，以期为国学教育工作者、研究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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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研究成果发布：“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以“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包括文化

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六大

素养。并且提出针对小学、初中、高中（含职高）、大学

等不同学段确定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和关键内涵目

标。

国学教育是个系统工程。基础教育阶段应以品德

陶冶和普及国学基本知识为主，专业教育阶段则应结

合专业深入，从专业实际出发研究相关国学经典，发

掘相关国学遗产，总结相关国学研究成果[3]。课程是培

养学生能力和素养的重要载体。从长远来看，小学教

育是国学教育的基础和重点[4]。小学开设国学课程，经

典诵读与识字写字教育相结合，会大幅度提高学生的

识字水平；国学经典如《弟子规》、《千字文》等与学生

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弟子规》经典讲述了“孝”、
“悌”、“谨”、“信”、“爱众”、“亲人”、“学文”等许多道德

规范、为人处世的道理，学生在经典浸润中逐渐改变

着自己的行为习惯；国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其

内容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国学教育能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增强记忆力，提高思想道德修养，

培育爱国情操、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都有助于学生核心

素养的落地。
2. 国学教育是一个隐性的过程。“细雨湿衣看不

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国学经典，注重的是心灵的浸

润，要沉住气。《管子·权修》中说“一年之计，莫如树

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5]培养

人才是长远之计，是终身的事业，是最不容易的。更何

况是仅仅几岁的小学生，他们刚刚看到这个世界的五

彩斑斓，作为教师、作为家长，应该有足够的耐心，等

待他们慢慢长大。归根结底，教育的基本问题，就是通

过思想、知识和技能的传播，引导和辅助人的成长和

创新。揠苗助长式的教育，只能走到教育的反面。
3.国学教育符合儿童天性。背诵是儿童的天性。有

心理学家指出，人的记忆力在儿童时期发展极快，到

13岁达到最高峰。13岁之前正是小学阶段，是儿童记

忆力发展的黄金时期，是人心灵最清澈的时期。在孩

子记忆的黄金时代，让他们诵读经典的、高雅的、有深

度的东西，既能涵养身心、开发智力，又能增强能力，

使他们牢记终生、受益终生。[6]

教育是一门艺术，国学教育更是艺术中的艺术，

有人甚至直接称国学为“经典诵读”。国学教学以“生”
为中心，以“读”为方法，“音读—意读—情读”，逐层深

入，由浅入深。“读”贯穿课堂，听读、朗读、跟读、默读、
开火车读让学生自然成诵。在诵读中读出理解、读出

感动、读出收获，达到“诵、忆、悟、行”四重境界，即“诵

读、记忆、领悟、行动”，既要“内化于心”，更要“外化于

行”。
三、我对国学教育现状的思考

1.小学班容量过大，不利于国学教育开展。小学大

班额，一名老师面对着五六十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
他们既脆弱又充满无处释放的能量，然而安全问题始

终是悬在教育管理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着

“安全第一”的原则，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们往往是

“憋”在教室里，不让干这，不能玩那，“只能”上课搞小

动作。一个老师的能力有限，五六十个孩子同在一个

教室里吵嚷玩耍，实在照管不过来。不仅仅是国学教

育，小学阶段几乎所有课程开展都很难。中午，教室里

剩下40个左右的孩子时，我明显感觉到教室的课堂管

理有效很多。解决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国家加大对教

育的投入，加强立法，明确老师管理学生的权利与义

务。“十九大”后，国家教育部明确提出解决班容量问

题，限制班容量的文件也开始陆续出台。
2.国学教学方法不成熟、较为单一。“教师水平决

定国学教育的水平”，国学教育的主要践行者是教师，

需要素质精良的教师来教。[7]如何以儿童易于接受的

方式传播其精华，这是课程设计的技术，也是检验教

师文化底蕴与内涵的试金石。如果只是将国学课当成

语文课的补充，只让学生大量背诵古文，教法单一，使

得学生负担沉重，丧失对国学的学习兴趣，导致国学

课流于形式，显然是没有理解国学内涵，没有充分认

识到国学对学生成长的塑造作用。因此在儿童成长的

关键阶段，应当科学有序地实施和推进国学教育。
3.国学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不成体系。国

学教育应该是持续系统的、一以贯之的，而不是支离

破碎、各自为政的。小学阶段国学教育还处于探索期，

学校开设国学课程情况不均衡。调查中，我发现很多

小学并没有开设国学课程，六年的小学教育会拉开很

大差距；在调查中，我发现国学教育内容以古诗文为

主，小学国学课本的古诗文很多都与初中、高中重复。
虽然我们能够看到编纂者的用心，1—6年级国学内容

难度是逐渐增加的，但是在学段与学段的衔接过渡上

仍需要不断改进。
事实已经证明，背诵是小学生尤其是小学低阶段

学生核心素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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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Sinology Education Based on Practice

JIA Hui-jin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 050024,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craze fo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 has been rising gradually. More

researchers and educators have explained the phenomenon from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teaching methods and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Sinology education. I use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In the classroom,I am the teacher and

practitioner. Outside classes,I am also a researcher,studying the students' acceptance,studying the specific teaching

methods of Sinology,and even taking myself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n this paper,I try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teachers of Sinology education and researchers,through my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he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it.

Key words: sinology education;teaching experiences;students' key competencies

（一二年级）的长项，是机械记忆的黄金期，是任何时

期的记忆能力都无法比拟的。孩子们可能不能理解某

些地方，但是记住了，就是在心里种下了一粒善意的

种子，经过岁月的发酵，遇到合适的时、地、人会生根

发芽，等孩子长大了，会指导他以后的选择与发展。国

学的教学经历磨砺着我，每天和古代先贤隔着时空对

话，和他们进行思想交流，使我的内心更加豁达，这是

一种精神上的收获和成长。
总而言之，国学教育，与其说是教“国学”这门课

程，不如说是教给孩子们为人处世的方式。难以忘记，

习近平主席在国内外会议上典故信手拈来，“治大国

如烹小鲜”，古代的智慧熔铸为今日的治国之道。在国

学的熏陶下，我会静静地陪伴他们慢慢长大。我希望

孩子们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开始学会引经据典，内

心生发出传统文化的自信与热爱；我希望孩子们在未

来的某一天，面对人生挫折与困境时，能够记起这些

经典，战胜恐惧与无奈，带给自己继续前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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