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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学/堂 百所名馆千名名师 抚育万名新时代天府娃

“这是每个成都娃都不能缺失的一套课程”
十大名家论道 共议“天府学堂”课程论证会

7月13日，由成都市教育局主办的“天府学堂”课
程论证会在杜甫草堂举行。作为首个将系统教育课程
与天府文化结合作为主要议题的论证会，本次会议名
家汇聚，共有包括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在内的
十位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天府文化在青少年
中的传承”、“天府文化在德育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天府文化在基础教育中的具体实践”等议题，给出了
实实在在的建议。

成都市市政府总督学、市教育局党组成员陈蕾，以
及成都市各区（市）县教育局、市直属（直管）学校的代
表，也出席了本次课程论证会议。

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 李明泉李明泉

首先要解决“讲什么，怎么讲”
两个重要问题

◆

李明泉表示，天府文化具
有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厚
重、独具魅力的特质和气质，是
对成都城市文化精义的高度概
括。天府文化的提出，为成都文
化找到了魂、找到了根。

那么，如何让青少年浸润
天府文化并从中得到养分？李
明泉为“天府学堂”点赞：这个
新平台，让广大青少年学生来
学习和热爱天府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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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谓功德无量”。

但是，“天府学堂”该给孩子

们讲什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
讲？李明泉分享了自己的诸多
思考：讲什么，这是导向问题；
怎么讲，是教法问题。“譬如，成
都在世界史上有若干个第一，
既有历史的，也有文学的，还有
科技的，这些应该告诉青少年。
另外，现代的成都正在打造非
遗之都、设计之都、音乐之都、
会展之都、美食之都及诗歌之
都等，还在建设西部文创中心
和世界文化名城，天府文化是
其核心和灵魂，也是其独有资源
和优势。这些，也应在天府学堂
教材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 彭邦本彭邦本

传习天府文化
先厘清天府文化的特点

◆
“开讲天府文化之前，我们

需要先来界定天府文化。天府
文化，简言之就是自古以成都、
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大
地上所发生发展起来的文化。
这一文化，可谓源远流长，非常
丰富。天府文化最直接的源头
就是巴蜀文化。”彭邦本言简意
赅地阐述了天府文化的渊源。

对于天府文化的特质魅
力，他认为有以下几点：一是开
放包容、诚信节义。四川盆地群
山环绕，古时候对外交通甚为
不便，但正因为如此，巴蜀先民
很早就具备跨越天险的无畏精

神和开辟栈道等开创能力，与
巴蜀域外建立畅通联系，形成
了开放的格局。二是喜文好艺、
标新立异。三星堆、金沙遗址出
土资料显示，天府文化从起源
时就特别具有浓厚的文化艺术
气息，而且富于浪漫精神，可谓
其一大特色。三是道法自然、知
快守慢。以成都为核心的天府
文化，将道法自然的哲学思维
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典型即
如都江堰，其所蕴涵的“上善若
水”、“以水为师”等精神，昭示
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刻
理念。

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 谭继和谭继和

从天府文化的
生态、文态和发展历程设计课程

◆

谭继和建议，“天府学堂”
的课程设计可以从天府文化的
生态、天府文化发展的历程和
天府文化的文态三方面进行考
虑。生态方面以水润天府、花重
锦官城为主题，让孩子们认识
天府的水系以及动植物的特色
等；天府文化发展的历程，可以
囊括丝绸文化、古蜀文明中的
三王二帝、三国智慧以及汉唐
文化等主题；天府文化的文态

以讲述天府的科技与教育为目
标，设置了文翁化蜀、天府文学
的成就、民族花灿等三个主题。

谭继和特别强调了课程
的编写应该成体系、有重点、
突出亮点和便于中小学生记
忆，呈现形式要生动易懂。但
他强调，要特别注意正确知识
的灌输，特别是巴蜀文化和天
府文化有关的正确知识，不能
传授错误学术结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古籍所所长古籍所所长 舒大刚舒大刚

天府文化既有自己的特色
也与其他文化相互包容

◆

舒大刚表示，天府文化既
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又极具包
容性，诸子百家、各个民族的文
化在这里兼容并包，这是天府
文化的特征。“例如中原儒家提
倡的仁义礼智信，蜀学中则有
道、德、仁、义、礼的五德并兴；
儒家讲究天人合一，而我们蜀
学则更进一步，讲究天地人的
三才合一。”

在编写天府文化教材方面，
舒大刚建议，在教材的编写过程

中，既要体现出具体的知识点，
又要提炼出一些具体的文化价
值、行为守则等，还要与实践相
结合，让学生在接受课堂的洗礼
后，能在生活当中具体执行。“教
材里一方面要指出天府文化的
主体精神，又要总结出与全国既
有联系、又有自身特色的内容，
然后从环境、历史、族群、文学、
科技、民俗、教育、宗教、家族、古
迹、经典、人物等方面，多角度、
多方式展示天府文化。”

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 谭平谭平

立意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材图文并茂尽量故事化

◆

谭平认为，对天府文化的
理解，先要达成共识。“文化最
核心的是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比如，教育成都的孩子热爱成
都，这就是很好的价值观。”

在天府文化教材内容的设
计上，谭平认为，根据 6~14 岁
孩子的身心特点，“教材应图文
并茂，尽量故事化。”

谭平同时认为，应该把
“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观包
容、友善公益”的内涵，体现在
内容的选择上。例如，可考虑

将整套课程内容分为成都古
今十大文豪、十大循吏、十大
忠烈、十大巾帼、十大创造、十
大儒商、十大乡贤、十大建筑、
十大名曲、十大名画、十大碑
刻、十大祠庙等。

在教学方式上，谭平强调
应多样化，比如专题片、纪录
片、讨论、参观、演出、竞赛等方
式，“教育应遵循孩子的身心发
展特点，并给孩子创造舒适有
意思的学习环境，激发他们的
学习能力。”

四川省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四川省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纪大海纪大海

课程打造可充分挖掘
成都五个方面的文化特点

◆

“‘天府学堂’的课程一定是与成
都本土文化匹配。”纪大海建议可从

“诗文成都”、“创意成都”、“人杰成
都”、“自然成都”和“首善成都”五个最
能体现成都本土文化特点的方面着
手，去构建课程体系。

从司马相如到杜甫、李白，再到
现当代诗词的繁荣，成都是名副其实
的“诗歌之都”，同时也是“创意之
都”。比如李白的诗句“飞流直下三千
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诗人的浪漫飘
逸、无穷的想象力，都值得孩子们去
感受和学习。

成都人杰地灵，北宋有三苏父

子，当代“四大文豪”——鲁迅、郭沫
若、茅盾、巴金，四川就占了两位；“十
大元帅”也有 4 位是四川人……纪大
海表示，对于本地的杰出名人，无论
他们的作品还是人生经历，孩子们都
应有所了解。

“自然成都”主要指成都的生态环
境和绿色发展，纪大海认为，“天府学
堂”的课程不应只有历史文化，还应包
括自然地理，“如果自然环境被破坏，
那么文化也会随之消失。”

关于“首善成都”，纪大海解释，成
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理应着力构建
成为首善之区、楷模城市、示范之都。

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成都市学科带头人、、成都七中副校长成都七中副校长 毛道生毛道生

开设课堂组建师资团队
让天府文化精髓深入人心

◆

毛道生认为，开设“天府学堂”这
门课程，首先应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主线的目标契合。天府文化需
要有课程来支撑，而教材则是课程主
题的一个体现。“天府文化的学习与
我们平时所学的物理、化学等课程有
别，不能按照章节式的方式来学习。
天府文化的课程不能局限于教材，教
材只是一个参考的版本，一个素材的
起源地。”

那么天府文化该如何学？毛道生
认为，除了在教室里通过老师讲解外，
还需要让学生们在参与和实践中体验

式地学习。至于“天府学堂”的课程应
该放在什么阶段来学，毛道生建议4~
8年级期间开设最佳。

毛道生同时建议“天府学堂”的师
资应当是专家大师引导、社会有识之
士广泛参与、社会相关专业人士大力
支持以及学校相关老师为主力构建成
的一个教学梯队。

他还建议：政府整个推进过程中
应发挥协调职能、组织审定课程职能、
督促和推进职能以及购买服务职能，
鼓励各级部门积极参与，让天府学堂
更能起到实质意义。

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金苹果锦城一中校长金苹果锦城一中校长 杨斌杨斌

推广天府文化
让孩子们热爱成都

◆

杨斌表示，首先需要搞清楚开展这
项活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也就是教
育谁的问题。如果是针对6~14岁的孩
子，是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吗？那就
必须要进课堂、进学校。这显然和目前
计划的，比如搭一个场馆，培养千名教
师、万名学生是不一样的。“我更愿意理
解为，其真正的意义类似于我们搞了一
个诗词大会、成语大会，举的是一面文
化的旗帜，让成都孩子通过这面旗帜的
引导，热爱天府文化，热爱成都。”

具体实施上，杨斌提出了自己的

思考：这个活动还需要厘清是起示范
引领作用还是全覆盖的概念？如果是
示范引领的概念，就比较好操作。具体
开设课程的方式，肯定是多种多样的。

对于“天府学堂”的效果，杨斌也表
达了自己的期待：“有专家提到了以文
化人，以德润城。我认为，成都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又何尝不是一直在滋润这座
城市的人。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文化传
统，我们更应该通过文化传承浸淫，把
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培养成热爱这座
城市的人、建设这座城市的人。”

四川省优秀教师四川省优秀教师、、天涯石小学校长天涯石小学校长 喻珂喻珂

要让孩子感受天府学堂的美
感受成长的快乐

◆

喻珂主要表达了对于课程实施、
课程内容、课程原则以及课程评价方
案四个方面的思考。

课程实施，应通过项目式学习的
方式，综合实践型的课程，让孩子们充
分互动起来，让思维走向深入。而课程
实施的方案，则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的
学习推广。关于课程内容，“我们的最
终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诗意地栖息在
这个地球上，这是我们做教育、做文化
的追求和情怀。”

而关于课程开发的几个原则，喻珂

认为可按照整合性原则，将教材里原本
的单元中文明礼仪、团结友爱、故乡风
景的内容和天府学堂的教材进行整合；
遵循体验性原则，教学符合孩子的兴趣
与孩子学习的连贯特点；根据互动性原
则，以开放的胸襟和视野，把学生和家
长拉入课程的设计中来，让家长的力量
和智慧一起来培育孩子的成长。

最后，关于课程评价，喻珂表示：
“我们应该选择的评价是过程性评价，
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天府学堂
的的美，感受成长的快乐。”

成都市教科院国学研究室主任成都市教科院国学研究室主任 罗晓辉罗晓辉

天府学堂不用包罗万象
只需对准天府文化核心

◆

罗晓辉表示，“天府学堂”的课程
设置，要充分考虑学生实际，其教材编
写的目的不是要出一系列的丛书、读
本，而是要让中小学生真正从中学到
东西。“天府学堂”不用包罗万象，什么
都学，而只需对准天府文化的核心内
容，其课程设计应该结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本土
文化三个方面。

对于如何着手实施，罗晓辉建议，
首先应该确定“天府学堂”要给孩子们
传递怎样的价值观。

关于天府文化的核心，罗晓辉说，
它应该是“开放包容、乐观豁达、敢想
敢为、道儒一体”。其中，开放包容与成

都的移民史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从
古至今，成都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
接外来人口的到来。天府文化也是乐
观豁达的，苏轼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无论遭遇了什么，苏轼都始终
保持着乐观的信念和超然的人生态
度。而川菜、蜀绣、川茶文化等，都体现
了天府文化中成都人生活化的一面。

“外地人常说成都是‘休闲之都’，这些
都是成都人重视生命质量的表现，也
应是天府文化核心内容的一部分。”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樊英 许雯
赵雨欣 梁梁 王勤 陈兴隆 饶媛媛

摄影记者 张士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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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文化具有思想开明、生活乐观、悠长
厚重、独具魅力的特质和气质，是对成都
城市文化精义的高度概括。天府文化的提
出，为成都文化找到了魂、找到了根。

“天府学堂”的课程一定是与成都本土
文化匹配。可从“诗文成都”、“创意成
都”、“人杰成都”、“自然成都”和“首
善成都”五个最能体现成都本土文化特
点的方面着手，去构建课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