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阳孔学堂将以“冬：经典诵读”为主题，举行孔学堂二十四节气四季公益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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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办

日前，记者从贵阳孔学堂获悉，在过去

的 2019年，孔学堂“仁爱在贵州” 传统文化

公益活动再度起航，走进了 6 所留守儿童及

农民工子弟学校、8 所省内地州市监狱单

位，为数千名留守儿童及农民工子弟和上万

名监狱服刑人员传递文化正能量，让孔子的

“仁爱”思想外化于行、内化于心。

仁爱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由 “爱

亲” 推及到“泛爱众” ，强调人与人之间的

互爱与尊重。这一重要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

中国人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方式，根植于中国

人的文化基因里。为让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共

享社会文化成果。早在 2018年，孔学堂推出

首届“仁爱在贵州” 传统文化公益活动，便

把目光投向了服刑人员、留守儿童、残障人

士等特殊群体，旨在关爱特殊群体，以优秀

传统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活动从 2018 年首次启动至今， 走进了

12所留守儿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 为 5000

多名留守儿童及农民工子弟带去了传统文

化的温暖和乐趣； 走进了贵州省范围内的

17 所监狱单位，2000 余名干警参与到活动

之中，为 21400 余名服刑人员带去了传统文

化的精神洗礼。

在留守儿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活动推

出了将“琴、棋、书、画、诗、礼” 传统六艺转

换为趣味性和参与性为一体的六艺闯关体

验活动和分享经典阅读乐趣的读书分享会，

让学生们在丰富的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

力。 活动现场，更是每项活动都挤满了跃跃

欲试的学生们，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在监狱单位， 通过以道德讲堂为载体，

结合文艺节目、 发放国学图书资料等形式，

为服刑人员阐述了“忠” 与“孝” 、“仁” 与

“爱”的道理，引导服刑人员向善向上。而现

场不少服刑人员在听贵阳孔学堂谦德传统

文化传习院院长钟中老师的讲座后，留下忏

悔的眼泪，表示精神受到极大鼓舞，一定要

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贵州省监狱管理局教育改造处处长李

献在活动收官致辞中表示，此次活动充分显

示出文化改造服刑人员的教化功能，真诚认

罪悔罪的服刑人员越来越多， 不服管教、抗

拒管理的服刑人员越来越少，主动承担社会

责任，履行财产刑罚的人越来越多，这些巨

大的转变，无一不渗透着贵阳孔学堂老师们

辛勤耕耘的汗水。

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党委委员、副

主任周之江表示，“仁爱在贵州” 是贵阳孔

学堂打造的重要文化品牌， 是面向服刑人

员、留守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开展的

公益文化活动。 通过这次活动，不仅为孔学

堂如何充分发挥好传统文化教化功能积累

了经验，更激励了我们要把更多优秀的传统

文化资源送到社会各类群体中去，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时代的光芒，照进人们的心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孔学堂邀请你诵读经典

2019孔学堂

“仁爱在贵州”

传递文化正能量

走进 6所学校、8所监狱———

1 月 13 日， 记者从贵阳孔学

堂获悉，2020年“我们的节日·春

节”———孔学堂庚子年春节文化

庙会将正式启动。庙会系列活动之

“春联贺岁·带福回家” 活动将分

别于 1 月 18 日、1 月 21 日举行，

届时省内书法家将现场挥毫，为广

大市民送春联、送“福”字。

今年孔学堂送“福” 送春联首

场活动将于 1 月 18 日 10:00 至

16:30，在孔学堂阳明大讲堂举行；

第二场活动将于 1 月 21 日 10:00

至 16:30， 在乌当区 “二十四书

香” 书店举行，市民朋友可自行前

往参加活动。

此外，1 月 18 日至 2 月 29 日

(每天 10:00-16:30)，在孔学堂阳

明大讲堂将举行孔学堂馆藏作品

展， 市民朋友可自行前往免费观

展。

据介绍，孔学堂送“福” 送春

联活动已举办 6 年， 今年是第 7

年。

作为每年孔学堂春节文化庙

会的开场活动，孔学堂都会邀请多

位省内书法家为广大市民朋友和

全国游客写春联、写“福” 字，送上

新春祝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配图为 2019年活动场景）

孔学堂送“福”送春联活动即将开启

◎活动时间：1月 18日、1月 21日

1月 11日， 第 771 期贵阳孔

学堂传统文化公益讲座在六艺学

宫礼教室举行， 贵州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 博士生导师李

传兵教授带来了题为 《新时代与

文化自信》的专场讲座。

李教授在讲座中指出，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而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

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

断创造美好生活、 逐步实现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是全体中

华儿女同心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是我国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不断为

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李教授在讲座中强调， 人民

有信仰， 社会有希望， 国家有力

量，新的时代更加需要文化自信。

纵观全世界，中华文明从未中断，

这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源泉。

中华文明在政治、经济、军事、哲

学、历史、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

创造了曾经领先于世界或被世人

至今奉为圭臬的思想和理论，它

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

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中

华民族以其伟大的创造力， 强大

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 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教授的讲座热情洋溢、生

动活泼， 让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命题有了更加

深刻的理解， 也让我对中国经济

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和中华文化

的博大精深有了更加直观的感

受。” 一位就读于贵州民族大学的

孟加拉国留学生表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新时代

更需要

文化自信

贵州大学李传兵教

授做客孔学堂传统文化

公益讲座

古时，书香门第的庭院门楣之

上大多写有“紫气东来” 四个字，

这“紫气东来” 出自何处？ 又有何

寓意呢？ 这里还有个美丽的传说。

据成书于汉代的 《列仙传》

载， 老子大约在七十岁的时候，天

下大乱，诸侯间争夺地盘和权位的

战争经常发生，老子预料到将来还

会发生更大的战乱，所以就辞官不

做，骑着一头青牛，离开洛阳向西

走去，准备平平安安地度过晚年。

清晨，函谷关善观天象的关令

尹喜看到有紫气自东而来，料知将

有圣人过关。 他嘱咐门吏，若有乘

青牛的老翁从东面而来，别放他过

关。 老子果然骑着青牛来到。 尹喜

知道老子此去关西隐居，往后不易

再相逢， 趁机请老子做篇文章再

走，老子便写了一篇专门讲“道”

和“德” 的文章，约五千字左右。后

来人们把这篇文章印成书，书名就

叫《老子》，又叫《道德经》。 老子

写完文章， 骑着青牛继续向西走，

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从此，在道教

的众多神仙中，老子成了至高无上

的天神，叫“太清道德天尊” ，民间

都尊他为“太上老君” 。

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

家，道家的鼻祖，无为主义哲学的

创始者。 春秋时期楚国人，在周朝

担任过主管图书典籍的官职。《史

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他“姓李氏，

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居周久

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至关，关令

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

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余言而去。 ” 此外，三国曹丕

作的《列异传》，唐代类书《初学

记》等，对这个故事均有记载。

后来，文人们据以概括为“紫

气东来” 四字，表示祥瑞降临和美

好的期冀。 唐代诗圣杜甫的 《秋

兴》诗：“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

气满函关” 。 清代剧作家洪升的

《长生殿》“舞盘” 一折有：“紫气

东来， 瑶池西望， 翩翩青鸟庭前

降。 ”表示的都是祥瑞之意。

阎泽川

“紫气东来”寓意祥瑞美好

国学趣闻

日前， 记者从贵阳孔学堂获

悉，1 月 18 日， 贵阳孔学堂将以

“冬：经典诵读” 为主题，举行中

国传统艺文传习推广暨孔学堂二

十四节气四季公益文化活动。

据了解，

2020

年孔学堂将打

造属于二十四节气的系列活动，

继续通过传播、推广、教化代表优

秀农耕文化精髓的节气， 唤起全

社会对智慧先民的尊崇， 对文化

遗存的敬重， 真正树立起民族文

化的自信。 同时积极探索节气文

化的商业价值， 寻求资源整合配

置， 通过孔学堂这一平台推广传

播传统文化。

本次活动将二十四节气在

2020

年分为四次活动在四个季节

展开，弘扬民族文化，再次打造经

典，以踏青游玩、祭花神、赏花、乐

器展演、科普的亲身体验、互动、

娱乐的方式向大众展示古人春分

节气的真实还原。

在夏季，以

300

人的古琴、古

筝表演， 少儿与名家同台朗诵展

示小满节气， 属于夏天的音乐之

声。 在秋季，品茶论道，以品茶的

方式组织赛事， 穿插乐器和越剧

的表演，让人梦回远古。

在冬季， 以名家和少儿共同

演绎朗诵的方式，在古今中穿梭，

让我们在舞台上再现经典名著，

那些景，那些人，那些意境。 将在

舞台上以朗诵与古琴演奏， 视频

与舞美搭配。 不仅诵读经典，更要

做到代代传承。

感兴趣的市民可通过微信报

名，参加“冬：经典诵读”活动

用户需要在微信搜索 “孔学

堂”， 或手动输入微信号：

gyconfu－

cianism

，添加并关注“孔学堂”微

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讲座报

名”即可进入报名系统，选择“中

国传统艺文传习推广暨孔学堂

24

节气四季公益文化活动 ‘经典诵

读’”进入报名。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谢孟航

二十四节气是指二十四时节和气候，是中国古代

汉族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能反映

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直通孔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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