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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七课】

主忠信
殷 旵

汉 语 教 室汉 语 教 室

语文教材修订：

流行元素进课本，怎么看？
姜力菲

《论语》中讲“主忠信”一语有三处，讲“忠信”一词
有四处。“主”即主张，主张即信念。

忠与信，都是以“诚”为基石的：忠指忠诚，
信指诚信。如果“诚”这个基石缺失了，忠与信便
成了空壳。从这一意义上说，《论语》 所主张的是

“诚”，诚是做人做事的基本信念。
提起“忠信”一词，有人会联想到古代的“君

君臣臣”。臣子要取得君王的信任，必须忠于君。然
而，这种忠与信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二者缺乏

“诚”。所以，古代君王多猜忌，臣子伴君如伴虎。
二者都有一种危机感，前者怕亡国，后者怕亡身。
其实这是一种信任危机。

现实生活中，这种信任危机也无处不在。相互信
任会使复杂变得简单，反之则会使简单变得复杂。后
者固然不可取，但前者也未必可靠。因为信任建立在
单纯之上，凭感觉和感情办事，一旦因一事或一言不
慎，信任便不堪一击。所以说，忠，不仅是狭义的忠于
君，而是广义的忠——忠于人，忠于事，同时也要忠于
己。所以《论语》说：“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信，是
人际关系的凝合剂；诚，是凝合剂中的合成因子。

认一认，比一比：
诚、忠诚、诚信、忠信，信任危机。
诚惶诚恐，敬于事，忠于事，忠于人，忠于己。

读了瑞士唐人中文学校邝穗蓉老师的文
章，（见本版） 很是感动，也很受启发。面对 2
至 4 岁的教学对象，邝老师丝毫不马虎，不应
付，而是精心设计教学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确
保孩子们听得懂、学得会。可见她为此付出的
心血。

目前，在海外中文学校执教的老师绝大多
数是兼职——平时有一份工作养家糊口，周末
义务或近似义务地来到中文学校教书。而为了
上好周末的这几个课时，平时还要搭时间备
课、制作课件、教具等，还要抽时间和学生、
家长沟通。可以说，正是千千万万海外中文教
师的无私奉献，支撑起如星星之火般遍布世界
各地的海外中文学校。

我认识一位中文学校教师，姓郑。她毕业于
国内某著名高校中文系，多年前以陪读身份赴
美。她是中文学校的活跃人物，不仅担任教学，
还参与管理，且一干就是十几年。问及其投身中
文学校的初衷，她说，最初的原因很单纯，只是几
个家长凑在一起，想让自己的孩子开始学习中
文。于是，有地方的出地方，有车的出车，由于其
他几个家长都是理工科出身，她这个中文系毕业
生责无旁贷地当起了老师。随着要求学中文的
孩子数量不断增多，中文学校也从当年的“互助
组”发展成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业余学校，多次受
邀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多元文化节活动。现在，
郑老师的儿子早已大学毕业，但她仍乐此不疲地
为中文学校忙碌着。她说：“我希望通过自己的
工作，使这些生长在海外的中华后代，能了解我
们的文化，学习中文，不忘自己的根。”

邝老师、郑老师是千千万万海外中文教师
的缩影。是他们为华裔子弟注入了中华文化基
因。吟诵着“床前明月光”和“春眠

不觉晓”长大的孩
子，即使生活在远离
中国的地方，也依然
与中国保持着文化血
脉的联系。

点 点

滴 滴

精心浇灌幼苗
刘 菲

精心浇灌幼苗
刘 菲

古诗是中华民族
文化的瑰宝，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读起

来朗朗上口，同时又有意境美。通过古诗的诵
读可以培养孩子的审美情趣，发展孩子想象思
维，让孩子终身受用。但是，如何让孩子爱上古
诗呢？作为一名海外中文教师，我的体会就是，
把一首首古诗变成一块块香甜的巧克力。

精心设计巧妙引导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 《春晓》这首古诗

举例，在对 2 至 4 岁幼儿的课堂教学中，我是
这样展开的。

首先向孩子们出示“飞”这个字的字卡，
告诉孩子们今天的游戏内容：“今天老师要和
小朋友一起飞！请我们的飞行员们准备好，坐
稳了！”然后用手做“飞机”状，滑翔、飞
行、降落。降落时扯开遮着画的布。

随后，向孩子们展示这首古诗的配图。
“我们终于到目的地了！原来我们飞越了时
空，来到一个这么古色古香的院子里，是谁家
呢？门关着，我们请小朋友来敲敲门吧！”我
请让一个小朋友上前敲门，并提醒他说“早上
好！”院子里没有人回答，却听到甜睡的鼾声。
原来主人还在熟睡，不知不觉就到了早上。这
时，我轻声而有表情地读出“春眠不觉晓”。

我启发孩子们说：“让我们想个办法叫醒
这位主人吧！”然后拿出小鸟的手偶发给孩子
们，让他们戴上手偶飞并模仿鸟的声音。这
时，我边说，边让孩子们想象“窗子打开了，
里面的姑娘睁开了眼睛。我们的办法实在太棒
了！让我们听听这位美丽的姑娘在说什么。这
时，我配合着动作，有表情地读出“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

我向孩子们描述着这首古诗的意境：春天
里，美丽的姑娘贪睡，不知不觉地，天已经亮
了，叫醒她的是那群唱着欢快歌曲的小鸟。夜
里又刮风、又下雨，早晨推开窗子一看，院子
里地面上被刮落了不少的花朵，数也数不清。

游戏是孩子最喜爱的活动，所以课堂的最后
一个环节，我让孩子分别扮成花、小鸟和古代的人，
播放谱成歌曲的《春晓》。结合角色表演和音乐游
戏，孩子们很轻松愉快地掌握了这首古诗。

设计丰富灵活多变
学龄前的孩子年龄小，注意力容易分散。

在古诗的教学中，不仅要让孩子动眼、动口，
还要让他们动脑。所以，我在教具设计上十分
精心，为的是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引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并帮助他们理解古诗中的难点。仍
以《春晓》为例，让孩子理解“眠”字，借用
一个古代的姑娘，眼睛闭上，她睡着了，就是

“眠”。“啼”字，则通过手偶教具，让孩子边
动手操作，边动脑筋想：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小
鸟儿叫，小鸟儿唱歌。最后，加上音乐律动，
配合动作，既帮助理解，也增加课堂活动多样
性。坐久了，起来活动一下，让孩子觉得学古
诗特别好玩，在他们头脑中留下这样的印象：
每一句古诗都有一幅美丽的图画。

不要小觑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接受能力。只
要老师时时引导，处处留心，就一定会取得进
展。比如，在我工作的唐人学校托儿所，孩子们
就已经养成了和我一起读古诗、玩古诗接龙的
游戏习惯。

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中文水平的提
高，这些生长在海外的华裔子弟一定会爱上古
诗这块中华文化瑰宝的。 （寄自瑞士）

我最喜欢夏天。
因为天很热，我可以吃冰淇淋。冰淇淋有各种口味，我最爱吃了。
因为天很热，我可以吃西瓜。夏天的西瓜又大又甜，我和弟弟

你一块，我一块，吃得很开心。
因为天很热，我可以去湖里游泳，像只鸭子在水里游

来游去，又凉快又自在。
因为天很热，学校在放暑假。去年夏天，我们一家去

了西班牙旅游，我和弟弟还在沙滩上搭了一座城堡。
（寄自瑞士）

今年春假时，我们一家去蓝山滑雪度假村滑雪。
我很喜欢滑雪，觉得滑雪时很放松。滑了一天雪后，我和家人

回到租住的小屋，屋里有一个大电视，还有很多好玩的游戏。晚
上，爸爸妈妈做了很多好吃的！吃完饭，我又玩了一会踢足球的电
子游戏才去睡觉。

第二天，我们又回到滑雪场。我发现这里有好多条高难度的滑
雪道，很多雪道看上去就险得吓人，甭提去滑了。那
天，我还和朋友一起滑了夜场，休息时喝了热巧克力。

在蓝山的那几天天气很冷，我的脚和手都冻坏了。
但是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寄自加拿大）

我出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是个华裔。我喜欢吃印度尼西亚菜，
最喜欢的是鸡肉沙爹加上花生酱。在中国最流行的一道印尼菜是印尼
炒饭，我很惊讶那么多人喜欢。外国人特别喜欢的猫屎咖啡也是印尼
特产，这是全世界最贵的咖啡，大概5000元一斤。

印度尼西亚的交通秩序很糟糕，有很多车，特别是摩托车，还有很多
中国没有的交通工具，类似于中国的“摩的”。因为印度尼西亚没有地铁，
公共交通系统也没有，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车：摩托车或汽车。

印尼曾经是荷兰殖民地，到现在还有人会说荷兰语。印尼的货币
为印尼盾，1元人民币大概合2000盾左右。在印尼一年中
只有两季：夏季和雨季。

我觉得中国比印度尼西亚发展得好，经济发达，交
通有序，夜间出行也很安全。

（本文作者系上海同济大学印尼留学生）

夏 天
俞天慕（9岁）

夏 天
俞天慕（9岁）

滑雪很放松
章嘉颖（11岁）

印尼的美食
蔡福凤

印尼的美食
蔡福凤

做着游戏

学 古 诗
邝穗蓉

图为邝穗蓉老师在幼儿园图为邝穗蓉老师在幼儿园““快乐学古诗快乐学古诗””课堂上课堂上。。

俄罗斯姑娘袁丽萌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的一名
研究生，今年已经是她在中国的第7个年头了。如果不是那一头金发和欧洲人
独特的立体五官，单听那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你会以为她是一个中国人。

袁丽萌与中国结缘源于汉语对她的奇妙吸引力。2007年，她跟随学校第
二外语学习小组来到对外经贸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汉语学习，便无法自拔
地爱上了这诗一般的语言，爱上了这画一般的文字，爱上了孕育这种美丽语
言的国度。袁丽萌说：“这一个月学习，使我意识到自己和汉语‘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缘分。当然，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潜力和中俄关系的友好也是
吸引我来中国的重要原因。”

为了能更加深入地学习汉语，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袁丽萌作出了
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退掉回国机票，留在中国读书。那时已经迫近新学
期开学日期，而在中国学习的相关手续完全没有着落，但她不放弃，最终通
过了考试，进入语言预科班。对于汉语学习，袁丽萌自有一套方法：每天阅
读中文书报杂志；与中国学生结成语伴，练习口语；看电视跟读，纠正语调。经
过这样每天12小时的勤奋学习，她的汉语水平进步神速。一年后，袁丽萌正式成
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专业的一名本科生。

袁丽萌是一个勤奋的学生，本科毕业时还获得了“留学生优秀毕业生”
的称号。在学习之外，她热衷于参与各种学校工作，最让袁丽萌自豪的是，
她在2012年和另外两个留学生一起创办了对外经贸大学国际校友会。她发现，很多留学生离开学校
后联系很少，也有很多人面临着找工作等困难。基于为留学生校友创造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的平
台的初衷，短短两年间里，已经有9个国家建立了分会，留学生校友之间也加强了联系。国际校友会
还邀请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毕业的留学生校友回到母校交流经验。“我自己就是一名留学生，所
以我很了解留学生的需求。我希望从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的国际校友们能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加强
和母校的联系，使得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展。”袁丽萌真挚地说。

还有两周袁丽萌就要毕业了。最近她正忙着张罗留学生
毕业晚会，之后还会参加几个在中国的岗位的面
试。谈及未来的规划，袁丽萌憧憬地说：

“趁着年轻，我想多闯一闯，看看
更大的世界。关于中国，我
想了解的还有很多，希
望终生保持与中国的
缘分。”

与
中
文
的
缘
分

张
梦
飞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
大大的梦想。”这首脍炙人口的 《蜗牛》，是周杰伦的一首歌，很受
年轻人喜欢。近日，这首歌再度登上网络的热门榜，原因是它出现
在了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材的延伸阅读中。此
次语文教材重新修订，一些内容的增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语文教材的演变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 50 多年的中小学教材都是全国统一编写
的，即所谓的“一纲一本”时代。在这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
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各地的中小学通用人民教育出版
社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统编语文教材，是中国教育史上
第一次完整出版并长期使用的全套语文教材，开创了许多第一，例
如，使用教材的教师和学生的数量第一、编写专家的实力与人数第
一等。

2001年，教育部发布 《关于启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
作的通知》，正式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此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
材启动实施“一纲多本”制，即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出版社
组织编写义务教育学科教材，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
过后，即可发行。各地区或学校采用哪个版本教材，原则上可以根
据地域特色、学生特点自主选择。一时间，在教育部语文大纲框架
内，各套语文教材都把追求特色作为目标之一。语文教材也呈现出
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语文教材一枝独秀的时代结束，百花齐放的时
代开始。

教材修订的评论声

语文教育出版社不仅将歌曲 《蜗牛》 纳入三年级语文教材的延
伸阅读，还做了其他一些有意思的变化。例如，一年级语文的导学
部分用 《我爱学语文》 取代了原来的 《我爱上学》；二年级语文上
册，歌曲 《天路》》 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材等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材等。。据了解据了解，，目前语文出目前语文出
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 （（以下简称语文版教材以下简称语文版教材）） 在广在广
东东、、湖南湖南、、福建福建、、广西广西、、云南云南、、河南河南、、宁夏等部分地区宁夏等部分地区，，供供20002000多多
万学生使用万学生使用。。

据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部主任郑伟钟介绍据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部主任郑伟钟介绍，，新换的课文更注意新换的课文更注意
文质兼美文质兼美，，贴近儿童生活贴近儿童生活，，符合一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符合一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利于有利于
学生审美情趣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这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次修订的过程中，，出版社采出版社采
取投放调查问卷取投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召开座谈会、、专人访谈等多种形式专人访谈等多种形式，，倾听来自教倾听来自教
学一线的声音学一线的声音，，了解教材实验区的意见和建议了解教材实验区的意见和建议：：哪些课文应该保哪些课文应该保
留留？？哪些课文应该增加哪些课文应该增加？？哪道练习题应该改进哪道练习题应该改进？？……郑伟钟认为……郑伟钟认为，，
这些反馈有助于把握修订的方向和程度这些反馈有助于把握修订的方向和程度。。

语文版教材的此次修订是一种实践创新语文版教材的此次修订是一种实践创新，，引发各方网友关注引发各方网友关注，，
不少人点赞不少人点赞，，觉得时代在变化觉得时代在变化，，教材的内容也应与时俱进教材的内容也应与时俱进，，这是语这是语
文教材接地气的表现文教材接地气的表现。。山东临沂市外国语学校的刘老师认为山东临沂市外国语学校的刘老师认为，，入选入选

的歌词不仅让学生感受到文质美的歌词不仅让学生感受到文质美，，还能感受到国家的飞速发展以及还能感受到国家的飞速发展以及
青年人在迷惑彷徨中依然努力追求梦想和向往美好的毅力青年人在迷惑彷徨中依然努力追求梦想和向往美好的毅力。。在广西在广西
南宁市青秀区某小学的韦老师看来南宁市青秀区某小学的韦老师看来，，对于阅读教学来说对于阅读教学来说，，在新理念在新理念
的指导下的指导下，，注入与时俱进的新内容注入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孩子们感觉亲切孩子们感觉亲切、、有共鸣有共鸣，，会会
增强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增强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同时也有一些质疑之声同时也有一些质疑之声，，认为小学生的思想还未完全独立认为小学生的思想还未完全独立，，更更
易于被动地接受引导易于被动地接受引导，，加入过多的流行文化元素会削弱语文教育的加入过多的流行文化元素会削弱语文教育的
历史积淀历史积淀。。在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看来在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看来，，入选小学语文课文的歌入选小学语文课文的歌
词词，，应该是既符合孩子的认知水平应该是既符合孩子的认知水平，，又经得起推敲的经典又经得起推敲的经典，，而周杰而周杰
伦的这个作品显然并不具备儿童文学的特点伦的这个作品显然并不具备儿童文学的特点。。

教材编写的新思考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这次语文教材的修订并非脱胎换这次语文教材的修订并非脱胎换
骨骨，，更多的是对新时代语文教学的一种探索更多的是对新时代语文教学的一种探索。。应该看到应该看到，，与语文教与语文教
材的类型和数量丰富多彩相反材的类型和数量丰富多彩相反，，语文教材编写理论的研究寥寥无语文教材编写理论的研究寥寥无
几几，，形成了教材先行形成了教材先行、、理论匮乏滞后的局面理论匮乏滞后的局面。。

临沂大学附属小学的刘老师是一位从教临沂大学附属小学的刘老师是一位从教2525年的语文教师年的语文教师。。她觉她觉
得现有小学语文教材总的来说欠缺一些活泼有趣得现有小学语文教材总的来说欠缺一些活泼有趣、、生气勃勃的选生气勃勃的选
文文，，比如精美的散文比如精美的散文、、古诗文以及经典的外国文学译文古诗文以及经典的外国文学译文。。她认为她认为，，
还应注意引进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还应注意引进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把语文学习和实践延伸把语文学习和实践延伸
到课外到课外、、家庭和社会家庭和社会，，注重思想品德熏陶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注重思想品德熏陶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十年树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语文不仅是中小学生最重要的一门课语文不仅是中小学生最重要的一门课，，
相较于其他学科相较于其他学科，，它还更多地承载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它还更多地承载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如何让如何让
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将语文素养在潜移默化中将语文素养、、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时代特时代特
色色、、人文关怀等渗透到情感中人文关怀等渗透到情感中，，这是新时期对语文教材编写者提出这是新时期对语文教材编写者提出
的更高要求的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