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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爱上阅读Just� be� happy

漫 步 书 香 校 园

中国教育报 主办 学友园教育传媒集团 协办

林崇德对
师德在教师素
质结构中的地
位、 师德与学
生发展关系的
模式进行了清
晰的解剖和深
刻解读，描述了
师德与教育观
念、教育教学能
力、教师知识以
及教育教学行
为等教师核心
素质之间的关
系，以及师德如
何以教师素质
为介质，对学生
知觉、道德品质
发展和智力能
力发展产生影
响，由此可以了
解师德影响学
生发展的内在
机制与路径。

书里书外

师德，学校教育的根基
■罗良

世界上基于对某一领域几十年科学研究
而撰写的著作肯定很多， 根据作者几十年亲
身践行而完成的著作也不在少数， 但既对某
一领域进行了几十年科学研究， 并且亲身践
行的著作绝对是凤毛麟角。 最近出版的由著
名心理学家林崇德先生撰写的新作 《师
魂———教师大计 师德为本》， 就是这样一
本难得一见的好书。

林崇德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开
展师德研究的学者之一。 早在2000年， 林
先生就主编了近170万字的 《师德通览》 专
著。 为高质量完成 《师魂———教师大计 师
德为本》 这本书， 林先生从2012年开始，
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支
持下， 对自己进行了几十年的师德研究进行
了系统梳理和再研究。 阅读本书， 读者可以
体会到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与精细的系统梳
理的水平。

该书对国内外师德研究与论述进行了系
统总结。 在该书第一章“贵师德， 中华文明
立其根” 中， 作者对从 《礼记》 到坦普尔的
《中国的创造精神》 等记载中华民族文化的
著作进行了深入剖析， 对孔子、 老子、 孟子
一直到蔡元培、 陶行知等众多教育家的师德
观进行了纵向的列举， 让人读后清楚地知晓
“贵师德” 在中国历史上的时间长度。 作者
通过第二章“重师德， 国际杏坛有共识”，
对古代、 “文艺复兴” 时期、 自由资本主义
时期、 现代等四个时期西方师德观以及苏联
时期教育家的师德观进行了全面收集与论
述， 让读者充分体验到“重师德” 在世界上
的空间广度。

该书对师德在教师素质结构中的地位以
及师德与学生发展关系的模式进行了清晰的
解剖和深刻解读。 作者根据自己及其团队
20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结果， 绘制了一
幅关系图， 描述了师德与教育观念、 教育教
学能力、 教师知识以及教育教学行为等教师
核心素质之间的关系， 以及师德如何以教师
素质为介质， 对学生知觉、 道德品质发展和
智力能力发展产生影响， 可以让读者深刻了
解师德影响学生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路径。

该书提出了师德的四维观， 并系统分析

了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
师德的四维包括师业、 师爱、 师能和
师风。 所谓“师业” 是师德的出发点，
其内涵是爱岗敬业， 具体体现在既要
热爱教育事业和自己所在学校， 又要
具有献身于教育工作的职业理想， 能
够无私奉献。

而“师爱” 是师德的核心， 作者
将其定义为“师爱是一种只讲付出不
计回报的、 无私的、 广泛的且没有血
缘的爱， 是一种严慈相济的爱， 是一
视同仁的爱”。 并形象地将其描述为
“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 爱别人的孩子
是神圣！”。

“师能” 是教育的基础， 主要指教
师要有丰富良好的知识体系， 扎实的
课堂教学基本功， 善于培养学生全面
发展的教育能力， 以及能够开展科学
研究的能力。

“师风” 则是师德中教师角色、 形象的
体现， 主要体现为为人师表、 行为世范。 具
体是指教师要在社会、 职场、 集体活动、 学
生互动中起到表率作用。

师德四维观， 让读者不再对师德内涵感
觉抽象、 对师德外延感觉模糊。

最后， 作者还创新性地分析了高校教师
师德与中小学教师师德的区别， 他认为高校
教师要以崇尚学术为基础、 以培养杰出人才
为标志、 以淡泊名利为准则、 以教育创新为
前提， 强调高校教师不仅要有高尚的情操，
还要有良好的学术道德， 这些内容让处在不
同教育阶段上的教师， 对自己应具有的师德
有了更加清晰、 具体的认识。

如果说几十年科学研究积累成就了本
书内容的全面、 系统、 科学和创新， 那么
作者本人对高尚师德几十年的亲身践行让
读者阅读此书时感受到真实、 形象、 感动
与震撼。 林崇德先生任教已近50载， 无论
是在基础教育从教的13年， 还是在高校工
作的36年， 他都是高尚师德的践行者， 他
将当一名好教师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 将
“培养出超越自己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作
为自己的教育理想， 将拥有世界上最宝贵
的财富———学生作为自己的人生幸福观。
这些为师的信念， 让他在文革期间在中学

当班主任时， 冒着丢掉工作的危险保护因
小错要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学生； 让他在
高校当教师时， 培养出80余位博士， 其中
有几十位已成长为科研、 行政和企业的骨
干， 他本人2004年也成为中宣部与教育部
表彰的五位师德模范中唯一的高校教师。
林崇德先生的师德观正是在这几十年中对
高尚师德的不断践行中逐渐形成的， 也正
是这些亲身践行， 让林崇德先生撰写此书
时， 除了全面、 系统和科学地描述师德的
相关科学研究结论外， 还让他对师德相关
内容的理解与论述更加到位、 更加深刻、
更富有感情， 各种例子也是精心安排， 让
抽象的师德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读者阅读
这本观点鲜明、 案例丰富的书时， 能够体
会到这本书不再是面孔严肃单纯加工科学
化的学术著作， 而能真正体验到高尚师德
带来的心灵感动， 而只有这种心灵感动才
能让人充分理解师德的重要和高尚师德的
伟大， 也能鼓舞更多人成为具有高尚师德的
教师。 该书后记讲述了林崇德先生的成长之
路和师德观的形成过程， 这些讲述将会强化
读者对本书内容的理解。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师魂———教师大计 师德为本》 林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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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分级阅读”活水
促读书习惯养成
■高晓玲

走进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汇景实
验学校的大门， 迎面就能看到学校行
政楼正上方一行金色的大字“读书的
厚度提升人生的高度”。 这就是我们
践行的儿童阅读理念。

语文课程标准对小学阶段的阅读
总量规定是不少于150万字。 朱熹也
曾经指出：“读书百遍， 其义自见。”
杜甫的诗句更是妇孺皆知， “读书破
万卷， 下笔如有神”， 可见小学生进
行课外阅读的重要性。 扩大阅读量势
在必行， 但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多读课
外书， 而没有相应的督促和评价， 那
么提倡和要求学生多读课外书最终将
成为空谈。 如何达成这个标准， 怎样
落实？ 为了避免让学生在无边的书海
中太过随意而迷失方向， 在阅读的有
效性、 持久性和连续性方面取得更好
的成绩，我们引“分级阅读”活水，发挥
“好书”的吸引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
趣，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特制定了汇
景实验学校学生课外阅读《必读必背
书目》， 编写了11册的 《读书乐》 记
录学生的阅读体验， 并以 《课外阅读
的有效性研究》 为课题进行阅读的研
究， 让孩子们“与经典同行， 打好人
生底色”。

课外阅读是一个开放式的不受时
间、 地点、 形式约束的语文学习方式。
对它的评价不能按照课内阅读那样运
用语感、 语素等要素进行细微评价。
我们发现， 可以借鉴乐器的考级制度
模式激发学生不断升华阅读， 为此，
我们制定了课外阅读评价方案， 通过
三个考级活动保持读书活动的有效性、
持久性和连续性。 我们从背诵、 阅读、
精读三个方面， 在每个学期都分别设
置了二十级的阅读评价标准。 达到八
级， 可评为该项目的“小硕士”， 达到
十六级， 可评为该项目的“小博士”。
按阅读字数递增的方式， 制定阅读考
级标准。 按 《读书乐》 之 《读书记录
本》 里的阅读记载， 阅读量达标可以
拿到相应年级相应学期的阅读等级证

书。 阅读字数由家长签字， 教师发证。 考
级分数与期末考试挂钩， 记入学生的学年
成长记录册。

阅读仅有一些定量的评价还是不够
的， 还应该有对学生读书定性的评价。
为了激发学生在读书时积极动脑思考，
提高学生阅读质量， 我们研究用表格进
行定性评价， 并制作成 《读书笔记本》，
让学生阅读、 思考后记录感想。 老师根
据学生上交的反馈表进行评分， 并将学
生分数的动态表在班级墙报中公布， 以
此展示课外阅读的独特体验， 激发学生
提高阅读的质量， 在阅读中想象、 交流，
感受语言的优美， 体会到阅读的乐趣。
在定性评价中， 设置了考级的内容， 十
个“优” 为一个级别。

经过几年的探索我们制定了追求阅
读的十大目标： 快乐阅读、 有意阅读、
专注阅读、 持续阅读、 分级阅读、 广泛
阅读、 精深阅读、 扩展阅读、 赏析阅读、
均衡阅读。 研究出了有效阅读的十种方
法， 每年举办凝聚人气的十项阅读活动，
如： 班级读书会———书香馥郁； 挑战性
阅读———开卷有益； 专题性辩论———百
花争艳； 每日话题———细雨润物； 图书
交换———好书共享； 流动阅读———奇文
共赏； 拾缀精华———秋收冬藏； 读书征
文———硕果累累； 美文演读———精彩回
放； 争先达标———完善自我。 就这样，
每年开展以演促读、 以说促读、 以写促
读、 以评促读等多种活动， 有效地激发
并保持了学生阅读的兴趣， 也培养了学
生良好的读书习惯。 著名作家赵丽宏、
秦文君评价： 汇景学校给孩子们的最好
礼物是阅读， 是快乐阅读。

（作者单位： 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汇
景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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