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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荣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国家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领军人才，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级教研成果特等奖

培育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从文化记忆到身

份认同

问：早在 20 多年前，您就已经将目光投向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1997 年编写了《穿行在汉字中》。

您为什么那么早就开始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

育？

答：这首先源自我的切身感受。自近代以来，我们逐步

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传统”。1999 年，我从河南调到上海工

作。以前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学生缺失传统文化教育，到上海

几年后这种感觉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虽然中学毕业了，但

黄荣华：“文化贯通”与“生命体验”
文 |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闫 琳  董蓓菲

对中华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所知也极片面；相反，对西方文化

的认识、理解与赞美，要远远多于、高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

“言必称西方”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事实。一些老师和同学去

过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去过日本、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

国、意大利，但他们可能没有去过我国的中西部地区，没有到

过北京，甚少有人会以朝圣的虔心去泰山、孔庙、黄帝陵、壶口

瀑布，更少有人去诗圣墓前祭拜。如今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杜

甫死在何地、身葬何处？我曾开玩笑地说：“没有到过北京的

人不能教语文，不知道杜甫身葬何处的人不能教语文。”这句

玩笑话的背后，其实也是我对语文课程承担传统文化教育的

一种思考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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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源于我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中华文明有极其优

秀的特性，否则它不可能几千年生生不息，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

中断过历史的独特文明。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家族的先祖崇拜、

村里老人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母亲对书的信仰，在我的心灵深

处播下了种子并生根发芽。“谁能歌祖诗章？”是家族正月初一

聚集于祠堂祭祖时齐颂祭文的最后一句。起初我不明白祭文为

什么以这句话为结尾，后来方知这是对先祖的深切缅怀，对家族

后无来者的无限痛惜，对家族中兴的殷殷期盼。看到孩子调皮

捣蛋时，村里的老人并没有打之、骂之，而是说出“性相近，习相

远，莫怪莫怪”。多年后才知道，这句话源自几千年前的《论语》。

我在写《穿行在汉字中》期间，越是走近一个汉字，越能体会到

汉字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的精神生命，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我们

的精神成长，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汉字中

出生入死，并浸润于生活语言中的先祖气韵与生活古意中。我

始终坚信，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

再次，源于我对语文教育本质的热爱。我认为“救失”才是

教育的本质。十几年来我坚守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这个领域，坚

持中华传统文化的课程开发，就是希望学生能回归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来，重新认识自己，认识这个国家。语文的本质是人的

存在方式。中国人生长在中华大地，只有将根扎进大地的深处，

才能枝繁叶茂。中华大地的文化深处是什么？不是现代，也不是

近代，而是古代。中华传统文化不仅是过去，也是当下，还是未

来。我在《中华古诗文阅读》的“前言”中曾写道：“中华文化的最

伟大之处是她无处不在的诗性，并且这种诗性特征的内核在先

秦就已凝结。中华文化不仅引领着我们炎黄子孙从远古走向现

代、走向未来，而且将成为世界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问：您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传统与现代不是二

元对立的，传统不是处在当下的对立面的位置。是否正是

基于这样的传统文化观，您始终奋战在传统文化传承教育

的第一线？

答：是的，我们今天学习、传承、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意味

着拒绝现代主义。在过去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我们很难找到近

一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异常活跃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踪

影，更不要说“现代文论”与“后现代文论”的迹象了。无论是外

国的还是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家，都鲜有出现在中学语文的教

材中，从王尔德、波德莱尔、庞德，到艾略特、艾杜阿·杜夏丹、

普鲁斯特、乔伊斯……从李金发、卞之琳、穆旦，到施蛰存、穆时

英、北岛、马原……“现代文论”“后现代文论”更是在语文教材

中销声匿迹。中学语文一直在拒绝现代主义，这是一个令人惊

诧、令人遗憾的事实。这会给学生带来狭隘的文学观念。文学

的世界不仅有中国，也有世界。进而论之，民族精神现代性的

缺失，与语文教育、语文教材几十年来拒绝现代主义作家、拒绝

现代主义文学不无关系。

问：2019 年，您主编出版了《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现

代传译课程》。您在“编写说明”中提出，这套读本的终极目

标是“培育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要有“中国立场”。而“中

国立场”的坚定与稳定，“一定要根植于几千年中华文化深

处”。为什么这么说？

答：我们需要传统文化。现在有多少人真正认识汉字？你知

道自己的姓氏怎么写、怎么读，但是你知道它的来历吗？知道这个

文字背后的渊源吗？我姓黄，又有多少黄氏知道“黄”这个姓氏的

含义？不知道汉字背后的文化，又如何认识自己？我们自己要有对

自我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首先源于对汉字的认识，对这个汉

字背后的文化的认识。“我是谁？我来自哪里？”这个问题我们的

教育一直没有解决，就只是写字、认字而已。所以，《中华传统文

化优秀基因现代传译课程》的出发点就在这里，《中国人》的出

发点也在这里，传统文化一系列读本的出发点都在这里。

问：也就是说，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关键目的，是培养

学生的身份认同意识？

答：对！就是让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建立起民族身份认同

感，也就是“识自”教育。现在很多学生虽然高中毕业了，但对

国家、对中国人的认识还是朦胧、模糊的，甚至是狭隘、片面的。

我以前也说过，完成十二年的基础教育以后，一个高中毕业生对

为本民族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民族文化人物，应该有一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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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全面、正确的认知。每个人都要清楚自己来自何方，懂得传承

何物，也就是“渊源所自”，也就是拥有对于“中国人”这个身份的

一种踏实感、充实感、自豪感。我认为，没有对自我的认识，我

们的整个中小学语文教育就只能去羡慕西方、羡慕现代化。“现

代化和西方几乎是等同的”，在很多人的心里，几乎都是这样认

为的。这就是需要迫切回答的“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到

哪里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只能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去汲

取营养。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中国人传颂了千年的“仁”，有中国

人力行了千年的“义”，有扎根在中国人头脑中千年的“智”……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所带来的，不仅是从“中国人的发

现”到“觉醒的中国人”，进一步说，更是从“文化的发现”到“中

国人”的文化所自，也就是饱含中国力量，开拓世界眼光，也就

是对民族身份的认同，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妄自菲薄。从这点

上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是每个中国教师都应该做的事，

不能算是我个人的思想。

问：自参加工作以来，您一直在高中任教。但您主编的

《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现代传译课程》却覆盖了小学、初

中、高中三个学段。这是为何？

答：一是我认为传统文化的学习应当在小学、初中阶段完

成。自接受教育起，个体就应当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氛围内开始

其社会化。但是，目前种种原因导致了学生对于优秀传统文化

的疏离与隔膜。传统文化的传承必然离不开课堂上师生之间

的对话；同时，如果有一套可以将十二个年级贯通起来的传统

文化读本，学生自接受义务教育起就开始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或

许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造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是编写内容的逻辑要求。这套读本中，我们选取了48 个

汉字（中华大地诗书礼乐仁义礼智信亲师友学汉唐文史日月江

河儒墨道法神龙圣国忠孝廉耻修齐治平阴阳五行天人合一），作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点”。称其为“基因点”，是因

为基因承载着生命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储存着生命的种族、血

型以及孕育、生长、凋亡等过程的全部信息。这 48 个汉字就是

支持中华文明几千年生生不息的优秀基因。学生从小学到初中

一直到高中，始终围绕这 48 个基因点来学习、体悟传统文化。

因此，这套读本中的 48 个基因点的阐释，需要由浅入深。这种

由浅入深的具体内容，正好与第一个想法相契合。因此，就思

考如何构建出一个相对完善的编写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统摄起来，并通过合理的解释，完成课程的编写。

问：那您能具体说说每个基因点在小学、初中、高中三

个学段的区别吗？

答：总的来说，小学到初中、高中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宏观上，我们将 48 个基因点划分为六个部分，每部分 8 个基

因点；微观上，每个基因点又区分为三个层级，各自对应于小、

初、高三个学段。具体的对应关系如下：表层肌理——小学层，

中层事理——初中层，深层原理——高中层。比如说“仁”这个

基因点，对应的表层肌理（小学层）是“仁人”，对应的中层事理（初

中层）是“仁政”，对应的深层原理（高中层）是“仁爱”。“仁人”要

求小学生懂得心中有他人，心忧天下人。“仁政”要求初中生理

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法治既依于仁，亦归于仁”。这样分

层依据了两个原则：基因点的内容由浅入深；学生学习由低到

高。两个原则结合，确立了每个基因点在不同学段的学习内容。

大体而言，小学阶段引导学生发现被遮蔽的常识，初中阶段

引导学生发现常识背后的支撑，高中阶段引导学生发现支撑背

后的思维方式与文化逻辑。每个阶段 48 个发现，每次发现都

使学生有恍然大悟之感，这样就是在不断的恍然大悟中，推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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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文化生命成长。

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单元贯通教学与过程

性写作

问：在您的《中华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现代传译课程》这

套读本中，一以贯之的是“单元贯通”意识，这与语文统编教

材的单元整合教学设计是否吻合？    

答：是的，“传译课程”是以主题单元组合的方式编写的，

每个单元一个基因点。这个基因点的核心就是本单元的核心。

这个核心就如同“北极星”，单元的六个板块都围绕它阐释，这样

六个板块就形成“众星拱之”的局面，密不可分。这样，在课程

实施时也要树立“单元贯通”的意识，将几个板块联系起来思考，

使一个单元教学的几个课时前后贯通。

“单元贯通”教学探索始于 2003 年，到现在已经16 年了。

上海“二期课改”试验版阅读教材以“主题”为单元组织，每单

元有那么多文本，而每周4 个课时又远远不够用。于是，我们就

想到了单元贯通教学。单元贯通强调以教材的单元文本（根据

需要可适当补充文本）为载体，抽绎出契合学生现阶段生命发

展需要的思想（文化）主题作为贯通单元文本的主线，将学生成

长必需的各种语文知识与语文技能融汇其中，把单元文本全部

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包含语文知识、语文技能的富含多种文化

养料的立体化的教学过程。它避免仅从语言的角度开展文言

文教学，因而也就必然能避免因偏重于“技术”教学而阉割语言

文字背后的思想，必然能避免因偏重于“知识”传授而掩盖语言

文字背后丰厚的文化底蕴。

单元贯通也就是突破长期以来一课一练模式的藩篱，将每

个学段的语文学习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以联系的、发展的方式

将课文单元学习与学年贯通起来，将学与问作为一个整体的

思考与自主探究学习、合作学习等学习方式贯通起来，将当下需

要和长远发展结合起来，将课文巩固、技能训练、实际应用、视

野拓展结合起来。现在的课程标准也在讲单元学习概念，不

是以一篇课文为基本单位，而是打破课文之间的壁垒。当下有

些教师在文本解读时，把每一篇课文敲碎揉碎、重新组合后教

给学生，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课文是不能被强行分割的，每一

篇课文都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个体，这些独立的个体结合在

一起构成一个单元。我们要破旧立新，以单元为基本单位，将

单元内的课文统筹策划，发掘单元教育最有价值的教育内容，将

其化为若干学习问题，引导学生全面把握，建立单元学习概念。

问：概括地说，单元贯通就是将一个单元内容统整后设

计来教学。这对教师的要求是否极高？

答：是的，教师应该起到整合课程的作用。所以新的课

程观就是教材、学生、教师与整个环境的融合。单元贯通教

学首先要建立教材的单元概念。教材单元当然以单元形式

体现，但任何形式离开了支撑这种形式的内容其实是没有实

质性意义的。以主题而不是文体组织单元，是对作文生成

第一原理的尊重，契合学生的阅读心理，也符合学生生命发

展的需要。它与以前以知识单元组织模式的最大区别是，不

以语文知识为本，更不把教材中的文本仅作为某种知识的例

证，而是以情感（或思想或文化）主题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

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统摄起来，使单元文本之间构成“互

文”关系，以此来诠释某一情感主题。它隐含的教育理念是：

学生不是储存知识的容器，而是活生生的生命体；语文教育

应在情感主题的学习中全面落实三维目标，促进学生生命的

全面发展。

其次，教师还需要建立单元教学概念。既然教材以单元来

组织，那么教学也应当以单元来组织，建立系统的单元教学概

念，也就是将教材的单元文本看成一个整体，将教材单元教学目

标落实在单元教育行为之中。单元贯通的学习方式，可以帮助学

生形成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因为单元贯通教学始终在统观中，

始终在比较中统观，始终在选择中统观，始终在贯穿中统观，所

以，它需要用联系的思维方式去发现文本内部、文本与文本之

间、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需要用联系的思维方式去重构在明

确的主题引导之下的文本与文本之间、问题与问题之间的联系。

问：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

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单元贯通教学突

破了单篇阅读精讲细讲的固定模式，以“学习任务”整合单

元教学，体现了语文学科综合性的特点，能更好地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传统文化是一种教学

内容，而单元贯通教学是一种教学策略和方法？

答：对！我的过程性写作也是一种单元贯通教学。从教材

的单元文本（也可以适当补充文本）中抽绎出契合学生现阶段

生命发展需要的写作主题，作为“单元贯通”作文的主题（也可以

直接作为题目）；然后，以单元文本为主要材料，让学生在这一主

题下把本单元的文本全部读完后，适当延伸到单元之外进行写

作。如果每单元都写一篇这样的作文，三个学年下来就是 36

篇作文。学生只要认真去做，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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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过程性写作之“过程性”该如何理解呢？

答：它指的是将高中三年看做一个完整的“过程”：高一

主要引导学生表达生命“存在”与“发现”，少量表达“见解”，写

作技能训练以叙述、描写为主，议论为辅；高二主要引导学生在

表达生命“存在”与“发现”的基础上表达“见解”，写作技能训

练以议论为主，以叙述、描写为辅；高三引导学生立足时代，思

考现实，反思自我，形成比较成熟的看世界的方法——“一分为

三”，写作技能训练以恰当运用写作手法为主。通过这样三个各

有侧重又有内在关联（由感性而理性的螺旋式上升）的阶段，将

写作技能训练融于写作内容开掘之中，将言语之“术”融于育人

之“道”的整体性生成之中，引导学生在表达自我生命存在、发

现与思考的时候，实现精神成长与作文成长的双丰收。我认为，

这就是一种“过程性”结果。

这一“过程”不是按“记叙文- 说明文- 议论文”的教学过

程，不是按“审题 - 选材 - 结章- 修改”的教学过程，也不是

按“描写方式- 叙述方式- 抒情方式”的教学过程，因为这样的

“过程”只从写作形式的角度、以关注写作技能点上的“结果”为

目标。相反，过程性写作关注的是写作教学作为语文教育育人

意义的整体性生成的“过程性”的自觉追求，这就体现了一个“自

觉的过程”：勾画高中三年语文教育的整体构想，明白写作教学

在整个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每个年级分别要完成什么样的写作

教学任务，每个学期要实现怎样的写作教学目标，每篇作文在

整个写作教学过程中的意义，学生写作此篇作文表现了怎样的

作文潜能、呈现了哪些困惑、具有怎样的发展可能，据此篇作文

表现的种种情况，然后设计（或执行原计划，或修订原计划）后面

的写作教学。这是一个以情感引导思想提升、思维锤炼的过程。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的目标在于促进学生的精神成

长。精神成长之后，学生会进入一个觉醒的状态，就会去追

求、探索，就会自己去学习。这个过程，教师对学生的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关注成了教学的生长点。一次作文就是一次精神

上的新生。

问：精神成长与作文成长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答：我认为，中小学写作教学的本质追求是促进学生的精

神成长。这并非否定写作技能训练，也不是排斥应用文写作学

习。我认为能够通过“拷贝”就能掌握的技巧不应当占有宝贵的

课堂时间去反复操练，只需要给学生提供或让学生自己寻找一

个模本自己“拷贝”即可。这样的表达只是强调，中小学写作教

学的终极目标不在应用文写作学习，不在写作技能训练，而在于

人的成长教育，尤其是精神成长教育。因此，针对高中学生三年

写作教学设计的终极目标也自然指向学生的精神成长。每一

个作文题的设计，它的起点与归宿，首先都是从是否能促进学生

精神成长的角度去考量，而不是从是否能促进学生写作技能发

展的角度考量。也就是说，首先是从育人之“道”的角度思考写

作教学，而不是从言语之“术”的角度思考。

设计作文题目时，考虑的是学生的情感、思想的困惑或困

境。作文就是通过语言将个人的困惑表现出来，表达出自己的

心声。作文写出来了，困惑解除了，情感、思想、思维得到了提升，

这就叫一次作文，一次精神上的成长。所有的作文题都是根据

学生当下的这种困境设计的。

问：一次作文就是一次生命的表达。我了解到您有一

个传统的作文题目是“9 月× 号这天”，是每一届高一新生入

学第一周或第二周的写作内容。为什么出这样的作文题？

答：这个题目需要学生从一个平常的日子中发现自己生活

的印记，由此去寻找个体生命最平凡的一天的“私我意义”。这

也是引导学生自觉地体认自我生命的每一天，珍视生命的每一

天，从而能够带着更真诚、更赤诚的心去学习与生活，并由此去认

识作文与自我生命在情感、思想等方面的深度关联，也就是作文

内容与作文题目的必然联系。我之所以将生命的体验与表达作

为中小学学生写作的重要途径，是因为这才是作文的本质特征。

《辞海》中对作文的界定是“独立成篇的、有组织的文字”，

这是从作文形式的角度来说的。如果关注内容，可以说作文是

作者生命的转化，是一个生命体的某种欲念、情趣、意志等的表

达，它带着作者可感可触的体温，带着作者或舒缓或急促的呼

吸与心跳，展现着作者非常个人化的爱好与趣味……每一个作

品中所述的“事”“情”“理”，都是作者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开掘

与把握。因此，作文有了作者个体生命的独特性。如果将形式

与内容统一起来理解，我认为：作文就是借助特定的形式表达

作者人生意念的独立成篇的文字，经典都是内容与形式高度统

一的个性化语言艺术。那么，进一步说，作文是学生自我生命

的表达，是学生表达自我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是学生表达的

对世界的发现和学生介入生活时表达的对生活的见解。所以，

生命体验与表达是学生写作教学的重要途径。通过引导学生

的生命体验与表达，解开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情感纠

结，解决他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思想困惑，获得一次次生

命感悟，逐步成长为具有文化表现力的文化生命体。这样，中小

学写作教学就完成了它的教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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