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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童话大王冶郑渊洁一个人写
了 40多年的童话袁影响了三代读
者遥 当总结自己笔耕不辍尧想象力
丰富了数十载的原因时袁他将野永
远保持一颗好奇心冶放在首位遥 可
见袁激发好奇心尧想象力袁培养创
新思维袁是成长的必备元素袁也是
教育的题中之义遥

野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
夫袁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袁
培养创新思维遥 冶在教师节当天召
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袁 习近平总
书记着眼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基本素质和精神状
态袁 要求把创新教育贯穿教育活
动全过程袁 倡导 野处处是创造之
地袁天天是创造之时袁人人是创造
之人冶的教育氛围袁鼓励学生善于
奇思妙想并努力实践袁 以创造之
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袁 以创造之
人才造就创新之国家遥
当下袁我们正处在一个知识尧

科技与创新交织的进步时代遥 知
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袁 新一轮科
技革命蓄势待发袁各种新知识尧新

情况尧新事物层出不穷遥 有人说袁
在农耕时代袁一个人读几年书袁就
可以用一辈子曰在工业经济时代袁
一个人读十几年书袁 才够用一辈
子曰到了知识经济时代袁一个人必
须学习一辈子袁 才能跟上时代前
进的脚步遥 如果不培养创新思维袁
不增强综合素质袁 就无法在竞争
中赢得主动尧 赢得优势尧 赢得未
来袁就不能成为适应时代发展尧勇
立时代潮头的创新人才遥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
魂袁 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遥 相应地袁培养创新思维尧提
升创新能力是教书育人的必然要
求遥 一方面袁要在日常中注重培养
和爱护学生的好奇心尧求知欲袁将
素质教育尧创新教育落到实处袁提
倡自主学习尧独立思考袁孕育探索
精神尧创新潜质曰另一方面袁要加
强制度建设袁从组织领导尧工作机
制尧 评价导向上为创新教育营造
氛围袁给创新人才提供沃土遥 只有
形成从上而下的理念共识尧 切实
有效的操作实践袁 才能将创新的

基因播种到教育的各个环节袁体
现在学生成长的各个阶段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社会上存在着
一些错误观点袁或是认为野盲人骑
瞎马冶袁在创新教育上四面出击曰或
是觉得野不值一提冶袁对素质教育有
所抵触遥 其实袁轻视创新教育当然
不利于未来成长袁但重视创新能力
却不一定要刻意为之遥与家人一同
探索日常现象背后的奥秘尧与同学
合作参加一次模型设计比赛尧与朋
友进行一场充满好奇与想象的对
话等等袁 都是创新教育的方式方
法遥 可以说袁创新教育的场所不仅
在教室袁 更在生活的广阔原野曰创
新教育的角色不仅需要家长老师袁
更要有自己的主动索取遥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袁野教
育不能创造什么袁但它能启发儿童
创造力以从事于创造工作遥 冶在教
育中重视培养创新思维袁着重提升
创新能力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
夫袁我们就一定能实现野以创造之教
育培养创造之人才袁以创造之人才
早就创新之国家冶的教育目标遥林峰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到了袁媒
体重又开始关注月饼质量问题尧
月饼包装问题袁 以及节后月饼去
向问题等等遥 然而在民间话语里袁
关于中秋节的种种袁 并没有那么
沉重遥 回不回家尧和家人去哪儿过
节袁这些才是主要的议题遥 对啊袁
怎样让我们因为节日而更快乐袁
这才是最重要的遥

几处笙歌邀月老袁 万家糕饼
乐中秋遥 天上是一轮圆月袁桌上是
圆圆月饼袁千家万户袁团团圆圆遥
作为我们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
一袁中秋象征着团圆和美好遥 因为
拥有月亮的浪漫诗意袁 让这个节
日富有唯美的气氛和独特的气
质遥

虽然媒体分外关注月饼袁但
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现在袁 月饼对
于节日来说早就没有那么重要遥
月饼不重要袁团圆才重要遥 中秋节
不是月饼节袁中秋节是团圆节遥 如
果有空袁 一定记得要好好陪陪家
人遥 野月圆人更圆冶袁一家团聚是节
日的初衷袁 阖家欢乐是节日的意
义遥

子女承欢膝下袁 是天下父母
最大的心愿遥 不浪费每一个中秋袁
让父母不再感到孤单袁 就是最大

的孝顺遥 感悟家的温暖袁体验爱的
味道袁一家人吃吃饭说说话袁让欢
声笑语充盈每一扇窗户袁 这种简
单的幸福袁 就是我们向往的美好
生活遥

当然袁因为各种各样的缘由袁
或是路程太远袁或是工作需要袁很
多人中秋节依然没法儿和家人在
一起遥虽然遗憾袁但也无奈遥好在袁
无论你在天涯海角袁 均可共享这
轮圆月遥 所谓野但愿人长久袁千里
共婵娟冶袁团圆不仅是面对面的把
酒言欢袁 亦是皎洁月光下的天涯
共此时遥 不管相隔千山万水袁借着
同一轮圆月袁祝愿亲人平安长久遥

有人说袁 如今的年轻人对传
统节日不够重视袁 意思是年轻人
对传统节日没有认同感袁 相比过
某些洋节的嗨劲袁 过传统节日貌
似太过淡定了些遥 这可能是一种
偏见或者误解袁 并不是每个节日
都适合朋友聚会或彻夜狂欢袁和
家人在一起的节日袁 本该少些喧
闹多些温馨遥

其实袁 传统节日的生命力无
须担忧袁 这根中国人情感的纽带
始终都在遥 特别是确定为法定节
日之后袁 人们对传统节日拥有更
多的敬意袁 对传统文化也拥有更

多的自信遥 哪怕不回家袁哪怕不吃
月饼袁哪怕不赏月袁请相信袁那种
中秋情结始终都在遥

还有人说袁国人过中秋袁应该
更有家国情怀遥 其实袁在中秋情结
的灿烂底色里袁 家国情怀从来不
缺袁只要我们理解袁个体与国家从
来不是相悖的存在袁相反袁千万个
家庭的梦想袁 汇聚起来就是这个
国家的梦想遥 我们都把自己的中
秋节过好了袁 传统节日就会越来
越有味袁 传统文化也会越来越复
兴遥 正如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幸
福生活努力奋斗袁 就是在为这个
国家的日益强盛添砖加瓦遥

给传统节日一份单纯的快
乐袁让我们只是为了快乐而过节袁
无须额外附加其他的解读与阐
释袁少些为了质疑而质疑尧为了忧
虑而忧虑遥 过中秋节没有任何固
定的模式或者必须的形式袁 快乐
就是目的本身遥 只要你自己感到
快乐袁你的家人感到快乐袁这个中
秋节就没有白过遥 止凡

野非学无以广才袁非志无以成
学冶袁传授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功能遥
野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袁教
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袁心无旁
骛求知问学袁增长见识袁丰富学识袁
沿着求真理尧悟道理尧明事理的方
向前进遥 冶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袁习
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尧 殷殷期
许袁值得为人师者和莘莘学子铭记
在心遥

当今时代袁知识更新的节奏不
断加快遥有学者曾根据放射性元素
衰变的原理袁提出野知识半衰期冶说
法院一个专业人士的知识如果不更
新袁在野半衰期冶后袁基础知识仍可
用袁 但其他一半新知识却已落伍遥
据测算袁1950 年前的知识半衰期
为 50年袁21世纪知识的半衰期平
均为 3.2年袁IT高级工程师的仅为
1.8年遥 传统学人野书读完了冶的感
叹再也不会出现袁 如今的学习袁没
有完成时尧只有进行时袁还需保持
加速度遥 增长知识见识袁可以说是
一辈子的功夫遥

另一方面袁教育的普及尧出版
的繁荣尧互联网的兴盛袁使得知识
获取的成本大大下降遥 野学好数理
化冶不再成为求知边界袁通识教育
正不断打开知识视野遥 因此袁若以知识宽度论袁
今天学子可以完胜过去遥 然而袁广度之外袁同样
需要有深度遥 书不多袁 反能精读以致 野韦编三
绝冶曰诱惑少袁所以心无旁骛不断钻研遥将有限的
注意力资源用到最有效的地方袁才会有野铁杵磨
成针冶的成就遥因此袁既要重视知识的宽度袁也要
重视学习的深度袁在努力扩大知识半径的同时袁
避免陷入平面化的野知识焦虑冶袁落入浅尝辄止
的学习路径遥

既有知识的宽度袁又有知识的深度袁才能在
积累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卓越的见识遥 当前袁许多
领域深入发展袁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遥 芯片技
术如何突破钥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推进钥东西方文
化如何更好交融钥 这有赖于野博观而约取袁厚积
而薄发冶遥 尽管传授高深知识的使命往往在高等
教育袁但是培养钻研精神却需要从小抓起遥 面对
全球化竞争袁教育者需要引导学生袁摆脱简单的
记诵袁在慎思明辨上下功夫曰关注知识的积累袁更
注重思维的锤炼遥 换句话说袁一种好的教育袁既
教会学生如何数清掉落的苹果袁 更激发学生思
考为何苹果是掉下来而非飞上天遥

知识传承很重要袁见识的培育更关键遥在古
汉语中袁野知冶与野识冶相连又有别遥 知是获取信
息袁是第一层级曰识是具备见解袁是更高层级遥由
知而识袁方为智慧遥 一方面袁正所谓野师父领进
门袁修行在个人冶袁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袁形
成自己的见解袁 才算得上学懂弄通曰 而另一方
面袁具备粗中取精的信息筛选力尧去伪存真的知
识鉴别力尧把握时代大势的洞察力袁方能在信息
爆炸的时代从容不迫遥 从路径上说袁培养见识袁
离不开课堂袁但也不能囿于课堂袁既需要言传袁
更需要鼓励学生在敏于求知尧勤于学习尧敢于创
新尧勇于实践的过程中去主动领悟与把握遥

今天谈增长知识与见识袁不仅指向野上下五
千年冶袁更要围绕野纵横八万里冶遥 新时代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袁不仅要有中国情怀袁而且要
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遥回顾历史袁中国在全球
化道路上每进一步袁都离不开全球视野为先导遥
近代化早期袁有魏源等人野开眼看世界冶袁有林
纾尧 严复等大规模译介外国经典曰 改革开放初
期袁有勒紧裤腰带公派留学生袁更有打开国门搞
建设曰今天袁面向更高层次的开放以及建立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袁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
天下观的英才遥 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形势及
其发展变化袁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尧全球视野的人
才袁不仅能肩负起建设祖国的使命袁而且能承担
起为世界尧为人类作贡献的责任遥

荀子的叶劝学曳袁为勉学名篇袁其荦荦大端袁
要义在开篇一句院野学不可以已冶遥 学无止境袁业
有专攻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袁不断锤炼年
轻人干事创业的真本领袁 就一定能培养更多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袁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最强大的人才支撑遥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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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让我们享受单纯的快乐

以创造之教育培养创造之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