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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壤巴拉文化是“悬天净土”壤塘县孕育出的独特文化,这一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将其融入当地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对这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对当地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就目前壤巴拉文化融入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来看,在物质基础、师资力量、语言等方
面仍旧存在需要克服的困境,针对这些困境去探寻解决之道以推动壤巴拉文化与当地中小学思想政治
教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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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gration of Rangbala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Sijia Li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Rangbala culture is a unique culture bred in "high sky and pure land" Rangtang county, which
contain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Integrating Rangbala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loc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Rangbala cultur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that need to be overcome in terms of material foundation,
teacher resources and language and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solutions to these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Rangbala culture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loc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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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

涵丰富,囊括了当地的民族节日、礼仪风

和村里当地农牧民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来

治教育资源,将其大力挖掘并利用于思

俗等,它们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庆祝这一节日,如宗科乡会举办云宗节、

想政治教育有助于这一文化的传承与弘

但是就其内容而言,它们也拥有可利用

农牧民技能大赛等,当地人民无论是什

扬,同时也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

于当地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部分,对

么民族,在壤巴拉节当天都会以自己方

有重要意义。壤巴拉文化是孕育于四川

当地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是得天独

式去庆祝。

省阿坝州壤塘县的独特少数民族文化,

厚的教育资源。

将其融入当地的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可
以丰富和拓展当地学生的思维与视域,
同时,也可以进一步推动壤巴拉文化的

1.1当地民族节日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
从当地民族节日来看,壤巴拉节是

每一年的壤巴拉节有不同的主题,
如2017年的壤巴拉节以“壤塘南莫且湿
地生态旅游”为主题,2018年的壤巴拉节
则是以“庆祝壤塘县建县60周年”为主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当地民族节日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节目,

题,尽管每一年的主题有所区别,但是背

1 壤巴拉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的可能性

它不仅是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标签,也

后蕴含的是当地人民对人畜兴旺、风调

是外界认识壤巴拉文化的重要窗口。每

雨顺、国泰民安、四季吉祥的美好祈愿。

将壤巴拉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

年八月中旬壤塘县会组织盛大的篝火晚

壤巴拉节作为壤塘县极为特殊且重要

中的最基本前提是这一文化本身具有一

会、歌舞晚会、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等

的民族节日,在庆祝的同时赋予其不同

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壤巴拉文化内

活动庆祝壤巴拉节的到来,在不同的乡

的主题,这本身就起到了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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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的作用,壤塘县人民通过庆祝民族节日

2020 年壤塘县教师招聘岗位及人数

的方式祈祷美好的未来实际上就是在

招聘单位

岗位名称

招聘名额

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在民族节日这一形

壤塘县乡镇学校(一)

小学语音教师

3

壤塘县乡镇学校(二)

小学藏语文教师

6

壤塘县乡镇学校(三)

小学美术教师

2

壤塘县寄宿制小学(一)

小学语文教师

2

壤塘县寄宿制小学(二)

小学数学教师

3

壤塘县上壤塘县乡中心校

小学体育教师

1

式之下隐藏着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资源
存在着被挖掘出来并被展现在课堂中的
可能性。
1.2当地礼仪风俗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
从当地的礼仪风俗来看,壤塘县当
地的藏族人民在生活中极为注重在人际
交往中的迎来送往、礼尚往来。当地藏

的文化与故事,从而去继承、发扬。

勤9人,空编2人,随着控辍保学工作的落

族人民在参加活动或是迎来重要的客人

2 壤巴拉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的困境

实以及当地农牧民教育观念的转变,学

正式的场合外他们也会向自己珍视的朋

将壤巴拉文化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

制有限,并不能满足各个学校教育发展

友送上哈达以表示自己对对方的重视。

中存在着一些必须要克服的困境。其中

除了赠送哈达这一为人熟知的礼节外,

首要难题就是思政教师数量不足,此外,

从近几年壤塘县教师招聘情况来看,

藏族人民的礼仪习俗更多地体现在生活

由于当地是多民族杂居地区,因而在语

存在着思政教师招聘数量偏少的问题。

细节中,譬如一户人家在搭建新房的时

言交流上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障碍。这

以2020年阿坝州教师岗招聘情况为例,

候村里各户人家都会给予帮助,在新房

些都阻碍着壤巴拉文化进一步融入思想

整个自治州公开招聘80名教师,其中壤

搭建好之后每家每户会送上酒水事物以

政治教育。

塘县有17个教师岗,在这17个岗位中有8

都会献上哈达以示尊敬,当然,除了比较

生数量增长较快,但是由于当地教师编
需要。

示祝贺,除此之外,若是有贵客拜访,那

2.1无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个是藏语文教师岗位,小学语文教师和

么家中长辈会带着家人们一起去迎接,

发展教育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壤

小学数学岗位分别是3个,其余的则是1

在家中的座位位置、接待客人的礼节等

塘县在全民脱贫之前一直是阿坝州贫困

个小学美术教师岗位和1个小学体育教

都极为讲究。这些礼仪风俗大多体现的

县之一,是重点扶贫对象。从2011年开始,

师岗位（如表1所示）。此外,壤塘县在通

是家庭美德与社会公德,与目前中小学

壤塘县政府以壤巴拉文化为突破口,企

过“硕博进阿坝行动”和特岗教师招聘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相契合,可以将其利

图通过这一文化打造“文化强县”,达到

等途径引进人才时也更加倾向于将有限

用与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之中。

文化带动经济的目的,经过十年的发展,

的名额用于补充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教

壤塘县的经济已大有起色,壤巴拉文化

师,而思政课教师紧缺的情况并没有通

也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主要助力。与

过这些途径得到缓解。

1.3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
从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唐

过去相比,壤塘县的经济有着喜人的发

2.3存在一定的语言障碍

卡、藏戏等技艺的背后承载的是一个民

展,但是与当下的发展需要相比,仍有不

壤塘县是藏族与汉族混居的地区,

族的历史。壤塘县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

足之处,尤其是在教育这方面,师资力

由于这种民族分布且加上在过去大多数

化遗产,作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它

量、教学环境等等的好坏与经济息息相

藏族人没有受过教育,因此语言问题较

拥有3项国家级、8项省级、32项州级、

关,想要进一步推进壤巴拉文化融入到

为突出。针对汉族与藏族之语言不通的

60项县级非遗项目,这些非遗资源是壤

当地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之中需要更加

情况,壤塘县采取了双语教育模式,在多

塘县发展经济的重要资源,从2015年开

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前提,而这是现在

年摸索之下双语教育已经形成规模,目

始,壤塘县开始探索创办非遗文化传习

的壤塘县无法做到的。

前壤塘县中小学采取的双语教育主要措

所以文治贫的新路径,多年发展以来,这

2.2思政课师资数量较少

施是分语言、分教材,也就是说在以汉语

里已经有40余所传习所,上千名藏族青

就目前来看,壤塘县各学校存在师

为主的某些乡主要以汉语进行教学,使

年在传习所中学习不同的技艺,为当地

资数量紧缺的情况。壤塘县从2011年开

用的教材是人民出版社的教材,而在某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贡

始抓当地教育,这些年来,壤塘县大体上

些以藏语为主的地区教学则是藏语进行

献。通过售卖唐卡、陶艺等相关产品,

解决了当地上不起学、不想上学的问题,

使用的教材是五省藏区统编教材。

很多农牧民有了更高的收入。时至今日,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教师资源配

在多年努力之下,汉族与藏族之间

壤塘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作为发展经

置不合理、缺编、缺教师的情况。但是,

的语言障碍越来越小,藏族人可以用汉

济的助力的同时,更应该被带入课堂,让

截止至2021年,壤塘县在编教职工共计

语进行简单的交流,同时,在政府的倡议

学生通过一个个工艺品去了解自己民族

622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613人,事业工

下,当地汉族人,尤其是汉族公职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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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主动学习藏语。尽管如此,可以进行

质量的重要基础,这可以使学校在进行

简单的交流并不等于在教学过程中可以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选择的形式更

首先,以壤塘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

完全消除因语言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多、更展现的内容更多、能采取的教学

桥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2019

课堂知识的吸收极为依赖语言的作用,

方法更多。

年时,壤塘县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如果师生之间存在语言不通的情况,那
么教师所传递的信息或许就会因为用词

3.2用双语教育为壤巴拉文化融入
到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助力

治教育。

在壤巴拉非遗传习产业园举办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作品展,展览共展出23幅唐卡、

不准确或是对某一词汇、某一句话的理

要减少语言带来的障碍,就需要在

60套传统服饰、58件陶艺以及藏药、藏

解不同而与学生接受到的信息完全不一

语言上下功夫。实际上,壤塘县双语教育

②
纸等240余件展品 ,这些展品都是极具

致,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对教学效果产

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中叶建国初期,

独特性、民族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生消极影响,同时,由于无法判断出双方

而双语教育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小

壤塘县各中小学可以利用这一展览,定

所表达的意识是否一致,教师往往不能

学开始试点,随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

期带领学生去参观、学习,这有助于学生

在语言存在障碍的情况下及时纠正教学

双语教育很快就被停止,一直到上世纪

更加直观地了解壤巴拉文化,同时,通过

环节中存在的错误。

七十年代末才恢复了藏汉双语试点教学,

这些展品,学生可以看到其背后所蕴含

3 壤巴拉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的措施

经过发展,二十世纪初壤塘县基本上形

着的民族历史与风俗习惯。

成了两种双语教育模式,即以藏语为主

其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在

针对壤巴拉文化融入当地中小学思

的地区教学形式为藏语为主汉语为辅,

中央和省、市委的部署下,温州市鹿城区

想政治教育现存的困境,可以从发展经

以汉语为主的地区教学形式为汉语为主

与壤塘县结对共建,全力进行对口支援

济以提供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深化双

藏语为辅。

工作,鹿城以旅游、农业、电商经济等方

语教育以减少语言障碍、加强教师队伍

在政策的支持下,壤塘县在双语教

面为突破口,将自身拥有的技术与人才

建设以提高思政教师质量以及结合壤巴

育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截止到2019年,

和壤塘县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促进壤

拉文化开展多形式思想政治教育几方面

壤塘县已经实现双语教育100%覆盖,此

塘县的发展。在教育方面,鹿城引导本地

来进一步促进壤巴拉文化与思想政治教

外,针对双语教育所适用的双语教材同

区实验小学、马鞍池小学与壤塘县7所小

育的融合。
3.1以经济为壤巴拉文化融入中小
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物质基础

①

样做到100%覆盖 。总体来说,壤塘县双

学结对,通过“互联网+义务教育”等方

语教育模式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发展到

式推动双方管理共进、信息互通、差异

现在双语教育在实现全覆盖的基础之上

互补。基于与鹿城的结对共建,壤塘县中

发展教育需要坚实的物质力量作为

可以正常推进学校教学任务,但是,就单

小学可以借助已有的网络课堂平台,将

支撑,想要促进壤巴拉文化与思想政治

单对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在两个方面认

互联网与壤巴拉文化进行有机结合,进

教育的融入同样需要经济基础的支持。

仍可进一步加强：首先,加大思政课双语

一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云课堂。

壤塘县以壤巴拉文化为突破口全力打造

教师的引进力度,向阿坝师范学院、西南

最后,举办具备文化特色的竞赛类

“文化强县”,当地政府利用独特的文化

民族大学、四川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大

活动。举办能够展现出壤巴拉文化的竞

优势积极与其他城市如上海等进行合作

学等学校招聘会汉藏双语的思想政治教

赛活动也是促进壤巴拉文化融入思想政

共建,共同打造“悬天净土”旅游胜地,

育专业师范生。其次,加强双语教师的培

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锅庄舞比赛是

通过用文化带动旅游,用旅游带动经济

训,对双语教师的培训应当着重于思想

壤塘县最具特色的比赛之一,在2014年、

的方式,壤塘县成功摘掉“贫困”的帽子,

政治教育方面的培训,从而提升思政课

2018年和2020年,壤塘县分别举办过三

这为发展当地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

教师的专业素养、学科能力等,此外,也

次主题不同的锅庄舞比赛,当地中小学

础。进一步将壤巴拉文化融入中小学思

可以提高非思政课教师将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参考已有的比赛经验举办学校内或

想政治教育需要经济支持,这主要在几

融入到本学科的意识与能力。

学校间的主题锅庄舞比赛,将思想政教

个方面：第一,引进更高质量的思政课教
师。壤塘县地处偏远且在海拔三千米以

3.3围绕壤巴拉文化开展多形式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

育融入到学生熟悉的锅庄舞中,既赋予
了锅庄舞更深刻的内涵,同时又丰富了

上的深山中,由于自然理论原因,很多高

思想政治教育不只局限于课堂中,

校毕业生不愿意到这里就业,因此壤塘

单纯地依靠书本上的知识或者只是依靠

4 结语

县可以提供更加优渥的条件以吸引高质

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很难达到理想的效

在国家政策及当地政府的努力之下,

量思政课教师；第二,改善现有教学条

果,再加之壤巴拉文化有其独特性,单纯

壤塘县的发展越来越好,更多的农牧民

件。壤塘县各学校在教学条件方面还有

地依靠课堂并不能发挥出其在思想政治

不仅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而且可

很大的提升空间,如多媒体教学设备、多

教育中的作用,因此需要以壤巴拉文化

以依靠自身拥有的资源创造财富,在经

功能教室等,好的教学条件是好的教学

为依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推进思想政

济得到发展的情况之下,教育需求就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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