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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美育

精神与民族审美特质的突出表现，也

是学校美育课程资源的重要源头。

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育价

值，是新时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陶冶学生情操的重要任务。完成

这个重要任务的关键在于美感的涵

育。美感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对于美

的主观反映、感受、欣赏和评价。这

是人的一种心理状态，不是与生俱来

的，需要后天的培养，包括有关知识

的增长和能力的提升。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要求要将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贯穿国民教育

始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文化

传承，属于区域的民间文化，具有难

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

方式、审美习惯，对中小学校的校园

文化和学生的生活产生潜移默化的

影响。“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所在地域

文化的滋养，从而形成的学校文化

不仅仅成为该学校自身发展的特色

之处，增强其生命活力与竞争力，而

且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的健全

人格与价值观的养成。”在现代化和

城镇化背景下，包括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留住

“乡愁”的重要载体。“乡愁”是一个

美学命题，在中小学传承非物质文

化遗产必须要有美感才能深入学生

心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美感

涵育应从下面三方面入手：

第一，基于时代精神创造美。教

育是一种指导性的活动，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校园中的传承，需要把握

美的时代精神，从学生现状与发展

的角度思考如何实施美育。学校是

文化传承的基础，在校园进行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不能简单地把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作博物馆静观式

的“展品”陈列，必须是活态的。活态

传承就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

“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原则指导

下，对进入校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进行适应现代社会审美需要的改

造和创新，经过学校和师生的再创造

焕发新生命，表现出一种新气象。学

校应把艺术美育课程的规范性要求

和社会美育资源的广泛性分布有机

结合起来，引导学生关注生活着的

人，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只有建构

在人的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活态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才能使学生亲近，才

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新生命力，

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

第二，基于实践精神体验美。美

是情感的反映，审美需要修炼和教

化，没有相应的审美基础，再美的事

物也唤不起美感，只有经过亲身的

体验，人才能体悟美。学生亲自参

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验，才能产

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亲近感和认

同感。学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教育，要从修炼和教化两个角度着

手。一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

传承体验过程中，引导学生学会判

断，在保证文化遗产生命力的“核心

内核”前提下，学会扬弃，否定遗产

中那些不合理的、无用无益的内容

或样式，对文化遗产进行有效的合

理的改造和有效的创新，增强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使学生获得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关知识技能的

学习，奠定欣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美的审美基础。一方面强化爱国爱

家乡的教育，把家乡的自然美景与

风俗人情结合起来，通过形象生动

的道德审美认识和美感体验激发师

生的热爱家乡，从而建构起对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美感。

第三，基于中华美育精神欣赏
美。美需要欣赏。正如“一千个读者

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

的审美倾向有不同的审美体验。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必须基于中华

审美精神。中华审美精神的特质不

是止于个体的情感陶冶，更在于由

情感陶冶升华而实现完整人格的养

成。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就是有理想，有道德，

以诚待人，以六艺为涵养之境，使学

生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在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传承教育中，要摆脱急

功近利的短视之心，淡化功利色彩，

不刻意突出个人能力展示而应注重

人格涵养，注重艺术审美对个体的

感动和感化作用，突出艺术审美对

个体成人过程中的滋润和涵养作

用。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出发，把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美感涵育与

中华美育精神的发扬有机结合，把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与校园

文化建设建立有机联系，真正把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用“中

华美育精神”滋养青少年学生，建立

新时代民族信仰。

（作者系泸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研员）

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快”时

代里，教育也被赋予“快”的节奏,其

中不缺乏追求“速度”“效率”的急功

近利思想。人们忽视了教育的本

质。今天的我们，应该让“慢”教育成

为教育生态,在慢中求进、慢中求

新。教育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它需要

深耕细作式的关注与规范。在“快”

时代,坚守“慢”教育,慢一点才会比较

“快”。

慢教育是家长要把自由成长的

空间留给孩子。人生是长跑,孩子要

慢跑。让慢教育融入家庭，孩子方能

体会到成长的快乐，为孩子找到拾阶

而上的钥匙。法国教育家卢梭曾说：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

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

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

实，他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

很快就会腐烂。”爱与温暖一直是我

们提倡的对待孩子的态度。孩子也

需要感受到来自父母的威严和力

量。父母对孩子的爱有很多种，最重

要的一种——尊重孩子，给孩子一个

自由成长的空间。现实却不尽人意，

父母常以爱的名义让孩子“快”成长，

忽视儿童成长规律，导致问题儿童出

现厌学情绪、学习压力大离家出走甚

至跳楼轻生等现象。所以，别一味让

孩子的身躯不停地往前走，别让他们

丢了灵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成

长的过程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并不是越快越好。

慢教育是教师要把独立思考的

时间留给学生。让慢教育融入课堂，

学生才能真正体验到学习带来的快

乐和成就。课堂要慢下来，“慢”绝非

不要效率，而是在教学中唤醒学生的

认知，先慢后快，从而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这需要教师把握好课堂的

节奏，该慢的时候就要慢下来。课堂

上要给学生多留点思考的时间，最后

教师再画龙点睛，给予知识的总结与

方法的归纳。我们应该让学生尽早

地认识到，无论成绩高低都能取得成

功，不要让成绩变成捆绑师生的枷

锁。在教师的引领下，让学生真正回

到课堂的中央。课堂慢下来了，学习

就能深下去。

慢教育是教师在课堂上要学会

自主管理。上好一节课，要注意“留

白，还学生一个自由真实、独立思考

和想象的空间。苏霍姆林斯基说：

“请你毫不犹豫地在每一节课上尽

量留出时间让学生掌握教材吧!这

些时间会让你得到百倍的补偿。”然

而，满堂讲、满堂灌现象依然存在：

课上老师很“忙”，语速很快、手势很

多、讲个不停；明明是提出问题让学

生思考，却没有预留足够思考的时

间；当学生组织的答案不够完善时，

教师便急忙补充。……师生“忙”得

焦头烂额。成绩好的学生可能得心

应手，成绩平平的孩子或者是学困

生可能似懂非懂吃了夹生饭。对于

学困生，教师更要放慢脚步。教师

常常害怕因为照顾个别学困生导致

教学进度得不到保证，因此总是忍

不住、等不及、放不下，导致课堂教

学就像赶鸭子上架一样，为了应付

各种考核和测试，匆忙而无奈。问

题如何解决？在于课堂中放慢脚

步，让全体学生都有充分表达的机

会,发挥小组合作的优势，以优生带

动学困生。教师要像“忍者神龟”一

样，善于管理情绪，调整教学步调，

让学习真正发生。

慢教育是新课程的一种理念,是

教育生态的一种呈现,更是一种教育

智慧。教育要在“慢”中点亮学生心

灯，在“慢”中启迪学生智慧，在“慢”

中收获成功。希望我们用细心、耐

心、爱心搀扶孩子的生命成长，倾听

到生命拔节成长的声响——慢下来

的教育会很精彩。

（作者系江苏省沭阳县东关实验
小学校长）

我是一个苗族教师，对民间

音乐承载民族文化，对它的学习

和传承，感同身受。我参加了到

叙永县合乐乡红店子学校对当地

苗族音乐的采风活动，收获满满，

却又忧心忡忡，倍感责任重大。

一、本地苗族音乐逐步消失，
要想办法留住它

苗族文化丰富多样、绚烂光

彩，苗族音乐是其中的一个文化宝

库，可苗族音乐正在快速消失。消

失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苗族

音乐现有的传承方式仅是口口相

传；二是现在精通苗族音乐的人老

龄化严重；三是可以学习传承的年

轻人多为生计而外出务工，适龄孩

子都在学校学习，所以仅是“口口相

传”这样的方法让民族文化得以传

承的难度相当大。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苗族音乐

传承，迫在眉睫，也是势在必行。

二、苗族音乐难以传承记录，
要想办法记下来

每一次采风活动，我们去的

时候都是兴高采烈、充满期望，探

索自己民族瑰宝让我欢呼雀跃。

可到了第二步听音记谱时，我们

就手足无措了，因为苗族音乐特

点鲜明，苗族音乐风格多样，种类

繁多，特点鲜明。我们发现本地

苗族音乐随意性比较大，就是演

唱者自身的演唱，每一遍都存在

差异；装饰音多；节拍多为散拍和

混合拍，节奏稍显自由；歌曲都为

苗语演唱，民族韵味浓厚，风格不

易把握等等。

苗族音乐的这些特点，让我

们的记谱工作出现了节奏节拍及

速度得不到确定；装饰音记不准

确，民族风味不到位；语言不通，

歌词记录不下来，歌词大意翻译

不到位三大问题。我们的记谱工

作必须严谨，并尊重原型，不能将

就更不能随意。所以这些问题如

果得不到解决就会影响到我们的

二度创作，导致我们不能准确地

放入合适的学段进行教授，从而

影响到它的传承。

我们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把民间艺人留下，在我们听音记谱

过程中不懂之处及时提问、及时解

决；对采风作品进行及时的二度创

作；苗族语言记录不下，就在民间艺

人的指导下把苗语翻译成汉语；把

苗族语言写成同音的汉字，在条件

允许的条件下，请民间艺人对采风

人员进行培训，尽可能保证语言的

纯正；把二度创作后的作品与民间

艺人分享，请他们评价指教，是否与

原型相符。

采风后，立即进行二度创作

非常重要。如果活动结束后，过

段时间再进行听音记谱、二度创

作的话，肯定会失去灵感，最重要

的是当时很多无法用笔记录的要

点会忘记。采风过后，我们及时

进行了二度创作，形成《我的芦笙

有名堂》和《迎亲歌》两个作品，在

后来的教学中深受学生喜爱。

三、对苗族文化存在偏见，要
想办法扭转

“苗族是一个落后的民族。”

这是以前常听到一句话。我作为

苗族人，希望自己民族的文化得

以传承，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为传

承苗族文化而努力，很欣慰，同时

感到自己肩负着使命。

采风时候，民间艺人告诉我：

对于别人到访采风，他们很高兴，但

是这次最兴奋的是我的加入。他

们觉得苗族文化得到传承更有希

望了。我相信，有我这样的愿意传

承民族文化的教师，一定会为民族

文化传承铺设一条顺畅大道。

（作者系叙永县城西实验学
校教师）

音乐教师要
担起弘扬民族文
化的责任

■ 马鹏飞

川剧是在巴蜀文化土壤中酝酿、

发展出的多声腔地方戏曲剧种。“泸

州河”是川剧的支派，以高腔艺术独

树一帜。由于社会的变迁和外来文

化冲击，川剧的传承发展受到影响，

据调查 90%以上的学生没有听过川

剧，不了解川剧。为解决传统戏剧音

乐的传承和发扬问题，泸州师范附小

自2011年开始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一、创立川剧传习基地。2011
年，泸州市委宣传部和泸州川剧团

在泸师附小成立了“泸州河”传承基

地，在学校开展川剧教学，第一批招

收学员 30 名，陆续有无数的孩子进

入传习班，传习班的孩子们曾经连

续 5 年登上泸州市春节联欢晚会舞

台，2016 年，参加四川省首届川剧传

习基地演出，2017 年，登上中央电视

台少儿戏曲春晚的舞台。泸州川剧

团每年进校园进行演出，精湛的川剧

传统折子戏，吐火、变脸、顶灯等川剧

特色的技艺，极大地引起了师生的兴

趣，戏曲文化在校园内由“点”逐渐向

“面”铺开。

二、营造川剧文化环境。通过在

走廊上悬挂戏曲脸谱、服饰、道具，在

楼道书柜里面陈列传统川剧曲目故

事、川剧发展历史等书籍，营造扑面

而来的传统戏曲风。充分利用校园

广播平台，设置“梨园芬芳”戏曲欣赏

栏目，播放川剧高腔唱段、川剧戏歌，

介绍川剧小知识，提高学生对川剧的

欣赏水平。强调学科融合，扩大教师

参与度。学校美术组成立“梨园纸

韵”剪纸工作坊，用刻刀雕刻戏剧人

物的喜怒哀乐。在全校推广戏曲广

播体操，每年运动会以年级为单位进

行“戏曲广播操”比赛。在校内广泛

开展“脸谱绘画比赛”“戏曲知识抢答

赛”“我会画脸谱”等戏曲竞赛活动。

三、把川剧纳入校本课程。首

先，整理编制《泸师附小“泸州河”川

剧校本课程》，涵盖川剧起源、剧种、

发展、历史剧目等内容，划分了不同

年级分段教授的川剧基本知识，音乐

组教师选取知识点进行讲授。其次，

以研促教，制订教研计划，开展戏曲

集体备课、戏曲课堂观摩、申报川剧

微型课题、修改“川剧河校本课程”等

戏曲教学教研。教研活动的开展促

进了教师对戏曲课堂的研究，让戏曲

教学课堂特色更鲜明。再次，广泛学

习，提高教师传承能力和认识水平。

对于川剧这样的传统艺术，教师们的

水平相当有限，要做好川剧的教学工

作，教师得具备川剧知识的“内功”。

学校邀请了泸州市川剧团的著名演

员定期到学校做讲座，普及“泸州河”

的相关知识。组织老师到泸州川剧

团川剧博物馆区实地参观考察，到成

都、重庆学校向兄弟学校学习戏曲进

校园普及的途径和做法，吸取经验，

为“泸州河”传承和普及打下坚实的

基础。

从 2011 年至今，泸师附小“泸州

河”传承班已走过9年的时间，从只有

少数学生学习川剧到现在全校普及

川剧，从泸州春晚一直走到全国少儿

春晚，学生们领略的不只是川剧之

美、戏曲之美，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韵律之美。

（作者系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教师）

美育美育 在非遗传承中涵育美感
■ 祝云

传承“泸州河”培植新戏迷
■ 甘玉穗

教育漫谈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话教育
■ 江文龙

▼

【本组文章系四川省社科高水平研
究团队-四川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改革研
究团队中小学专项课题“歌曲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校园内的传承教育研究”
（编号：MYSY2020ZD08）阶段成果。】

马鹏飞老师（中）在教学生唱苗家敬酒歌（祝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