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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所名馆千名名师 抚育万名新时代天府娃

天府
文
化

成都市教育局联合成都商报共同打造“天府学堂”

传习天府文化以文化植根一座城
打造天府学堂以教育润养一代人
对于“天府学堂”的打造，
成都市各区（市）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了充
分的肯定和极大的欢迎，
接下来，
各区（市）县将在“天府学堂”的教育理念引导
下，
结合当地文化特色，
进一步挖掘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
同时结合现代的科
技创新技术，
采用丰富多样的形式，
推进“天府学堂”在成都全域范围内落地生
根开花，
引导孩子们识家乡、爱家乡。

全域齐动

引导孩子识家乡、爱家乡
全市各区（市）县教育局共建“天府学堂”

◆高新区
以课题研究模式
将天府文化渗入校本课程
目前，高新区在中小学校开展了丰富
的行走课堂课程。例如青城山道教寻根、
探秘成都老街道的历史等，并以课题研究
的模式，启发学生去探究，在实践中培养
孩子们综合学习的能力。未来高新区拟将
天府文化的元素融入德育社会实践课程
当中，建设专题课程教材，建立专题研究
队伍，落实专家支持与学术保障的机制，
扎实推进天府学堂在高新区落到实处。

◆天府新区
和天府学堂
在
“天府”关键词下深度融合
天府新区计划依托诸位专家和学者
的力量，将天府学堂带进学校，融入天府
新区课堂；根据天府学堂的系列课程内
容，结合天府新区学校本身的校本课程进
行特色课程开发；同时，挖掘新区天府文
化、匠人文化的具体内涵，与天府学堂进
行深度融合。希望在天府学堂的大概念
下，继续挖掘天府新区德育教育在这一方
面的深入解读。

◆锦江区
天府学堂可与锦江各类课程相结合
锦江区教育局德育科长张津博介绍，
天府学堂在锦江区的落地可以跟目前锦
江区的多个素质教育基地结合起来。锦江
区目前的素质教育基地打造有 9 大类 27
个学校，其中就包括了蜀风雅韵和音乐
类、巴蜀类、体育类等内容，这将很好地解
决天府学堂怎么学和在哪学的问题。张津
博表示，天府学堂的学习模式，建议可以
依托学生社团进行自主学习，此外还可以
在基地进行辐射推广。

◆青羊区
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
让学校
“百花齐放”

青羊区教育局机关党委书记刘立频介
绍，
青羊区已建成一批国学特色学校，
一直
在大力推进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进课堂，开
展非遗文化进校园，
开展传统文化进社区，
以及开展传统文化进家庭。刘立频表示，
“天府学堂”
的创设与青羊区目前正在大力
推进的
“本土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
可谓
不谋而合，
下一步，
青羊区各个学校将因地
制宜，
进一步挖掘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
同
时结合现代的科技创新技术，采用丰富多
样的形式，
推进
“天府学堂”
的建设。

◆金牛区
从课堂走向社会，
让天府文化融入内心

金牛区教育局副局长孙丹介绍，在下
一步工作中，金牛区将在现有基础上，继
续围绕天府文化开展更多的校园活动，
“通过参观体验、专题调查、研学旅行等方
式，带着孩子们前往蕴含天府文化的基

地、博物馆参观、体验，做天府文化的小小
宣传员。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加入到天府
学堂的构建中来，家长、社区、高校、企事
业单位都参与进来，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
学习、体验、传播天府文化。”

◆武侯区
利用校本课程，实现天府文化教育
武侯区教育局副局长朱世军表示，武
侯区学校的天府课堂开设以及德育工作会
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利用校本课
程，
实现天府文化教育。
让学生学习天府名
人名家的故事，
探究天府的历史渊源，
进行
爱国爱乡教育，让学生记住自己的根。其
次，打造平台，建立宣传阵地，宣传天府文
化。最后，借助艺术特色，融入天府文化教
育，
如川剧、
四川清音、
蜀绣等，
让学生在学
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些文化遗产。

◆成华区
多种方式传承天府文化
成华区教育局副局长贺晓斌介绍，成
华区多所学校此前也有形式多样的文化
实践。熊猫路小学有大熊猫文化，双林小
学有独具特色的川剧传统，成华实验小学
有优雅的竹琴和清音，五桂桥小学、青龙
小学和 49 中的传统武术，华林小学的新
龙锅庄等，都颇具文化特色。贺晓斌表示：
“对天府文化的内涵，应该从多个维度来
理解。对教育而言，应融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和更多样的
方式去传承天府文化。
”

◆龙泉驿区
让学生在实践中去感悟天府文化
“对于天府学堂的搭建，我们要改变
过去说教过多的教育方式，应该让学生在
实践中去感悟，在感悟中去行动，在无声
无息中成长。”龙泉教育局副局长张英武
表示，龙泉已有汽车文化、桃花文化、客家
文化等，下一步，将通过组织学生参观汽
车生产基地，游览龙泉山、洛带古镇等形
式，将课堂教育与实地走访调研相结合，
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天府文化。张英武建
议，天府课堂和天府文化教育不仅要进校
园，还要进机关、企业、社区，营造全社会
的天府文化风气。

◆青白江区
天府文化的教育要让
整个社会都参与进来
青白江区教育局党组成员、教育研究
培训中心主任王晓斌表示，
“下一步，青白
江区内的学校德育工作也将与本区域的
传统文化以及成都的地域文化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将天府文化中大气包容、和谐
共生、开放创新的特质融入学校的德育工
作中。”在编写天府文化教材上，王晓斌建
议，各区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在校本教
材的研发上应坚持核心价值与地方特色
的统一。
“并且，应该形成社会与学堂的联
动，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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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独特印记，更
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成都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首次创造性地提出发展“创新创
造、时尚优雅、乐观包容、友善公益”的
天府文化。如何让“传承巴蜀文明，发展
天府文化”的精神在成都广大校园落到
实处？如何让成都悠长厚重的精髓文化
激发天府娃娃们的创新创造能力？如何
深挖成都历史文脉，在天府娃娃身上延
续乐观包容的天府气韵？
为此，成都市教育局将联合成都商
报共同打造“天府学堂”，推出“百所名
馆千名名师，抚育万名新时代天府娃”
的天府文化传承计划。该计划拟用三年
时间，聚合百所名馆，联动百所学校，选
拔招募千名文化名师，系统研发“成都
娃必学的天府文化课”特色课程，在全
年开展德育主题活动，真正让天府文化
润泽每一个天府娃的心灵，铸就其家国
情怀和人文素养。

为何要为娃娃打造
“天府学堂”
？
以文化植根一座城
以教育润养一代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明泉表
示，天府文化既是对巴蜀文明的传承和
创造性转换，又是对现代文化的弘扬和
创新性发展；
既是对巴蜀文化的凝练，
也
是对现代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引领。
“通过
‘天府学堂’这个新平台，让广大青少年
学生来学习和热爱天府文化，这是非常
具有长远性的战略谋划和现实意义，其
开创性教育滋润方式真是功德无量。
”
教
育界多位专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天府学堂’活动，是新时期加强
中小学德育工作，改进课程育人、实践
育人、活动育人的积极探索。”成都市教
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解释，简单地说，
天府学堂是成都的德育创新平台和德
育活动品牌，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以天府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大
自然、场馆资源为课堂，鼓励学生走出
校园，走向生活，游历巴山蜀水，沐浴天
府文化，进而培养中小学生热爱成都、
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家国情怀。

娃娃到
“天府学堂”
学什么？
系列天府文化特色课程
让孩子们认识成都
“天府学堂”
首先会联合全市文化名
家名师，
创造性地研发一整套天府文化特
色课程，
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够充分
认识和了解家乡，
牢固树立文化自信。
有了课程以后，
“天府学堂”还将聘
请文化大家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担任孩
子们的文化导师，并在全市范围招募千
名天府文化授课名师，在课余时间带领
孩子们通过研学旅行、动手实践、专题
学习等形式深入开展学习活动。与此同
时，
“ 天府学堂”还将广泛聚合博物馆、
企业、自然遗址等社会资源，来为孩子
们提供学习场地和研究内容。
“各区（市）县和学校可结合实际，
因地制宜地灵活实施。我们更提倡通过
社会实践、红色旅游、研学研行等方式
来推进，而不是仅仅简单编几个读本，
进行简单的知识讲授。天府学堂应该主
要是在做中学、在游中学、在乐中学、在
悟中学，因此也不会增加学生的学业负
担。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一代天府娃娃
培育一种独特气质，养成一种思维方
式，形成一种时代风尚，凝聚一股精神
动力。”成都市教育局相关处室负责人
表示，
“天府学堂”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免
费报名，届时，同学们可根据自身的兴
趣来选课、
抢课、
修课。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新都区

◆邛崃市

让天府文化与三香文化结合

让学生走出去，把文化请进来

新都教育局副局长曹晓峰表示，
天府文
化精神内涵其实与新都教育正在开展的三
香文化教育有共通之处。
“三香指的是佛香、
花香、书香，通过参观宝光寺感受佛香的引
人向善，
在满城桂花香中了解新都桂花的种
植历史，
在桂湖公园的书香中学习杨升庵的
状元文化等。
这些学习都可以将天府文化引
人向善、向美、向上等精神品质结合起来。”
下一步，新都还将开发校本教材与课程，将
新都地方特色与天府学堂有机结合。

邛崃市教育局副局长孟许表示，
天府文
化重视“以文化人”，这与德育教育不谋而
合。
“邛崃的文化底蕴深厚，
这里既有非遗技
艺，
也有诗韵书香；
既有古圣先贤，
也有现世
人杰；既有茶马古道曲径幽深，也有革命精
神代代相传。本着让文化走进校园亲近学
生、让学生走出校园拥抱文化的初衷，邛崃
将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展开特色文化教育。
”

◆崇州市
天府文化教育需要学校，
也需要家庭

◆温江区
以点带面进行天府文化教育
温江区教育局德育科科长杨力表示，
温江将以“鱼凫文化”为切入点，积极挖掘
和丰富天府文化的内涵，并拓宽传播渠道，
形式多样地将“天府文脉”精髓全方位渗透
到学校德育活动、学科教学之中。主要通过
参观遗址、博物馆以及史料分析、故事讲解
等活动让孩子们充分体验、感受天府文化，
将其植根于孩子们的心灵，培育知行合一
的新时代天府娃。

崇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赵强表示，崇州
市乡村学校少年宫目前已开发出竹编、藤
编、红色文化、花式空竹、川剧等富有地方
特色的课程。
“ 接下来，希望将这些课程与
天府学堂课程有机融合，依托地方特色，对
学生进行天府文化教育。”此外，赵强表示，
在开展天府文化的教育工作中，还将积极
引导家庭也参与进来，
“让家长的教育与学
校的教育在天府文化上形成互补。”

◆金堂县
打造具有天府文化特色的校园景观

◆双流区
探索天府文化教育
与学生个性培养的结合点
早在 2010 年，
“ 少儿川剧活动课程研
究”项目就进入双流区东升小学，学校利用
教师深厚的国学积淀和学生一定的国学经
典积累，
把国学经典的名段名句与川剧艺术
巧妙融合，
促进孩子们了解我国优秀民族艺
术文化传统。
未来双流区将挖掘更多优势资
源，
探索天府文化教育与学生个性培养相结
合的切入点，
从资源配置、
课程研发、
评估监
测等多方面推进天府文化系列活动的开展。

◆简阳市
“天府学堂”
将极具本地特色

金堂县教育局副局长刘志刚表示，将
结合金堂本地各区域实际，把孝善文化、乡
村哲学文化、铁三文化、龙舟文化等一批富
有金堂特色的文化与天府文化有机结合，
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分层次开展天府文化和
地方文化教育。他还建议，可以在校园里构
建天府文化校园景观，让学生在耳濡目染
中充分感受到天府文化的魅力所在。
“比如
设置天府文化长廊或宣传栏，介绍天府人
文历史、风俗习惯、著名人物等，让学生在
潜移默化中感受、认知天府文化。”

◆新津县
充分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天府文化教育

简阳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和祥表示，
简阳
被称为
“天府雄州”
，
天府文化在简阳也有很
多内容。此前简阳当地通过统筹协调，已将
余门拳、剪纸艺术、古琴演奏、风筝制作、手
工编织等特色项目推广到部分学校，
深受学
校师生的喜爱和好评。未来，在成都市教育
局的统筹下，
简阳学校里的
“天府学堂”
的内
容还会更加丰富，
也会更加成体系。

“新津文化胜地很多，我们将充分利用
本土历史文化资源，
丰富拓展天府文化。
”
新
津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邹金见表示，
在形式
上，
会把课堂教学与实地走访相结合，
“例如
我们的宝墩文化作为天府文化的代表之一，
在近年来的德育教育中已经取得不错的成
效。
下一步，
我们将组织学生通过参观、
学习，
甚至到现场体验考古工作等，
近距离感受古
蜀文明，
提高学生对天府文化的认知认同。
”

◆都江堰

◆大邑县

建议免费开放博物馆等
打开文化的绿色通道

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
天府文化教育

都江堰教育局副局长王忠介绍，
“下一
步，全市中小学校将天府文化与开学第一
课、班队会课紧密融合，为天府文化教育与
本地德育工作相结合打下基础。”王忠建
议，
“ 天府学堂”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于课
堂，更多应衍生到参观体验、研学游学、实
地考查、文艺竞赛等，
“ 建议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博物馆等，免费向学生开放或政府
买单，
为孩子们开通文化的绿色通道。”

大邑县教育局副局长邹明宏表示，大
邑县将结合当地优秀文化，动员全县中小
学生收集代表大邑形象的典型文化，由教
育局组织整理成册，并论证、定稿，打造具
有地方特色的天府文化手册，让学生人手
一本。同时，组织学校积极开展以“天府学
堂知多少”为主题的演讲活动，充分利用晨
会、升旗仪式等场合开展“每周一讲”活动，
为天府文化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

◆彭州市

◆蒲江县

加强学生天府文化诗词学习

天府学堂计划安排课时，系统教学

“关于彭州，很多诗人留下了脍炙人口
的千古佳句，比如唐代王勃所作的《观内怀
仙》就是他在游玩葛仙山时创作的。除此以
外，高适、杜甫、陆游等都曾诗赋彭州。”彭
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周义表示，当地将加强
学生对描写彭州诗词的学习，让学生在诗
句中学习知识，也感受到天府文化的独特
魅力。
此外，
彭州还涌现出许多的历史名人，
如唐宗海、
李一氓等，
在德育教育中，
通过讲
述历史故事、
参观故居、
介绍生平等形式，
将
地方特色与天府文化教育有机结合。

蒲江县教育局副局长罗国宏表示，蒲
江拟将为天府文化每周安排一个课时，按
照天府学堂相关教材内容对学生进行系统
性传授。罗国宏还建议，天府学堂的教学内
容应该适当扩展，更多地加入关于家乡的
一些乡土文化内容，让学生更加了解和热
爱家乡。
“例如，蒲江成佳镇是著名的茶乡，
针对当地学生，我们可以开展茶文化教育
教学，让学生了解家乡，掌握茶文化的精神
内核。”
成都商报记者 陈兴隆 张瑾
赵雨欣 许雯 王勤 梁梁 饶媛媛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