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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
年，旨在动员全国人民更加充满信心
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胜利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
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
教师就是打造这支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教师筑梦，唯有甘守
三尺讲台。

育人即为传道。身为筑梦人，教
师须以打造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为理
想，奉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办学
为信念。通过牢固树立并矢志坚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师可
自觉增强立德树人的使命感与教书
育人的责任感。

《周礼·地官司传序》中说，“师
者，教人以道者之称也”。传道乃教
师第一职责。为师者传道、授业、解
惑，传道为先。道为何物？古今中
外，诠释各异。道即核心价值观。而

在当下中国，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古圣先贤的
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夙愿，体现
了革命先烈的理想，也寄托着各族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民族
和国家最持久、最深层和最磅礴的力
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实为弘道之举。教师之天职，是
弘道，更是传道。

教书亦作立德。“读书即是立
德”，教书亦为立德。前者为自立自
达，后者为立人达人。习近平总书记
殷殷期待广大教师，“用自己的学识、
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
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
声地浸润学生们的心田、转化为日常
行为，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价
值选择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引领学
生健康成长”。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师范”概
念由此而来，凸显为人师表。中华文
化历来倡导言传身教，且身教重于言

教。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而不从⋯⋯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育人先育己。古往今来，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一个人遇到好
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民族源源不
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
族的希望。”

韩愈 《师说》 中说：“道之所
存，师之所存”。教师的合法性既来
自德高身正并弘扬大道，亦来自循
循善诱弟子以道，更来自弟子对授
受之道的推己及人。无论古代中国
化身圣贤的教师，还是古希腊化身
智贤的教师，均像朱熹 《白鹿洞书
院揭示》 中所说，“古昔圣贤所以教
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
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由弟子通
过日常生活践行，把所求之道在人
与人之间、在代与代之间荡漾开
来。今日，传道的可持续性便可通
过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化、践行与弘扬来检验。

讲台堪比初心。教室是教师的
物理场域，课堂是教师的精神场域。
物理场域有界，精神场域无际。身处
一个“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
学”的学习型社会，教师把传道渗透
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的方方面面，
覆盖到校内园地、校外天地以及现实
世界、虚拟空间。好老师的内心深处
激荡着“用一辈子备一堂课、用一辈
子在三尺讲台默默奉献的力量”，在
教书育人中纵情迸发。

“当老师，就要心无旁骛，甘守三
尺讲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嘱
咐广大教师，在三尺讲台上编织

“仁而爱人”的事业——对学生的
爱，对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爱，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爱。通过真
情、真心、真诚，好老师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滋润学生的心田，使
之成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并在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放

飞青春梦想的强大精神动力。好老
师的初心凝聚于三尺讲台，甘守三
尺讲台即为不忘初心。

筑梦方可圆梦。实现中国梦，
归根到底靠教育。作为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以及打造中华民族“梦之
队”的筑梦人，教师传道直接影响
中国梦的实现进程。以“四有”好
老师为标杆，激发教师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与自觉性，
点燃教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反思性与创新性，推动教师在传
道过程中增强主体意识、提升主体
能力、发挥主体作用，夯实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
信。唯此，在为学生播种并点燃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教师亦可使自
己的教育人生出彩。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本文
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委
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教育
论述研究”成果）

教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造“梦之队”
俞可 朱羽潇

我常寻思，教育的根本要义是什么？教育究
竟以什么为学生一生奠基？

是知识？非也！多少博导、精英也有腌臜不
堪；是孝道？非也！歹徒的儿女如若唯父母之命
是从，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是时代特色？不尽然
也！因为特色也会随着时代走远乃至消弭。

那么教育究竟为了什么？
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更为社会培养建设者和

接班人，教育优先发展，要求教育必须走在改革的
前面。改革就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它并不是
对过去的全盘否定和完全抛弃，教育改革更是如
此。教育改革必然植根、保留、爱护一些事关教育
最核心的东西。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我以为就是
人性。对学生进行最人性的教育和培养最有人性
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要义。

但是，当物欲成为一种追求，享受成为一种时
尚，人性教育就会显得困难重重。在一个崇尚权
力与金钱的发展时期，学校德育如何实现自我的
价值重塑？学校要敢于保证自己的教育信条富于
德性和人性。敬畏教育就是德性对于人性的监
审，也是人性对于德性的景从。

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
之言。孔子的三畏观念深入到每一个士大夫的心
中，构建了古代的道德高地。而现时代的许多人，
为了权钱与名利，没有不敢为的。一个毫无敬畏
之心的人是灵魂的自我撕裂，一个没有敬畏之心
的民族将是世界的灾难。我以为，在现时代，应重
视“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规则”的三畏教育。

敬畏生命就要尊重生命、善待生命。众生平
等，不应当成为一种被取笑的迂腐之言，而应当内
化为所有人的最高价值标杆。那种“人类生命高于
一切”的观念，实质上就是对生命的蔑视与践踏。在
茫茫宇宙中，虽为“万物灵长”，但人的生命未必高于
动物的生命。人类不应当只有在物种消亡影响人
类自身发展的时候，才想起保护生命，一切生命应
当平等相处。著名作家王开岭先生认为，人类对
待动物的一切残忍的手段最终都会回归人类自
身。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敬畏生命的教育与实
践。一个敬畏生命的孩子，长大了不会成为暴恐
分子，有了他们，社会将更加和谐、美满和圆融。

敬畏自然就要善待自然。现代人要恢复原始
人心目中对于自然的敬畏，不仅不会使人类显得
愚蠢，反而会使人更像人。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使
得国人的物欲膨胀，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不顾
惜。蓝天不再，绿水不再，故乡在消逝，地球在
被污染。人类给予自然的伤害，必将以更大的灾
难回馈给人类自身。过度的物欲享受最终会葬送
人类的锦绣前程。敬畏自然就是敬畏人类自身，
善待自然也是善待人类自身。

敬畏规则就是要敬畏规律与制度。规律是宇
宙自然运行之道，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之道。顺我
者昌，逆我者亡。“我”指的是一切客观规律、制度。
科学家如果没有对于客观规律的敬畏，那么世界上
便不会有牛顿、爱因斯坦，有的只是疯子般的呓语和
造假。个体如果没有对于制度、法律的敬畏，那么法
官就会践踏法律、官员就会贪腐成风，短斤少两、捕
风捉影更会司空见惯、屡禁不止。敬畏规则就是给
人类自身营造一个好的人文环境和制度环境，给社
会发展管道清淤，使社会和个人发展更顺畅。

一个常怀敬畏之心的人，他的心灵是平和的，
他的意志是自由的，他的身心是圆融的。一个常
怀敬畏之心的教育者，他的人生是美好的，他的学
生是幸运的，他的校园是美丽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初级中学）

敬畏
是道德教育的基核

李国祥

教育前沿

热点透视

传统的师范教育是以“主知说”
为其理论基础的。中国近代师范教
育引自日本，源自西方，虽说“中体西
用”，但在“知识本位”上则是“体”

“用”高度一致的。由晚清而民国，直
到新中国建立初，乃至“文革”以后，
师范课程设置虽有不少变化，但以知
识为本却没有根本性动摇。

诚然，教师职业活动的本源是知
识，但支撑其职业活动的则是能力；
教师职业活动的本质是实践的，能力
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982 年初，我们提出了“知识与
能力并重”的教育主张，对教育部颁发
的“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作了调整，
在开设能力训练课程的同时，强调在
各科教学中加强技能和能力训练，尤
其是教师职业技能、能力的培养。继
而在局部改革的基础上推行了以加强
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整体改
革，建构了以必修课为主渠道，必修课
与选修课结合、课内外教学活动结合、
校内教学与教育实践活动相结合的多
渠道、开放式新课程体系。

追寻比“知能”更具引领作
用的动力源

由“知能并重”到“文化育人”，继
而走向“人格化”，正是师范教育改革
合乎辩证逻辑的结果。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
“知能并重”为旗帜的课程改革取得
制度性和实践性成果。我们开始新
的思考：一所学校的办学水平是否仅
取决于体制、课程和工艺技术的改进
与完善？一名教师是否只要有知识、
有学问、有技能和有能力就是我们需
要的现代教师？

如果没有教育情怀，缺乏教育精
神，一名教师仅凭其知识与能力，即
使能成为一名好教书匠，却算不上现
代教师；而一所学校和它的教育者、
受教育者如果缺少一种对先进教育
观的认同，形不成教育合力，那么任
何先进的课程体系、教育工艺都难以
产生应有的效应。师范教育必须追
寻比“知能”更深刻的、具有引领作用
的动力源。而文化的内在性和深刻
性就在于它反映了人的价值本性和
创造本性，是人精神、理念和价值观
的显现。基于这样的认识，在20世纪
80年代后期，南通师范专科学校开启
了“文化育人”工程，建设课程文化、
活动文化、管理文化和物态文化，在
提高文化素养的同时，涵育教育人、
教师的情感、品性、气质和教育精神。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素质教
育推行的背景下，人的全面充分发展
成为基础教育的核心理念。我们面
对基础教育对师范教育新的期待，对
学校教育改革进行了新的思考，认识
到“知能并重”和“文化育人”是在不
同情势下的变革探索，它们分别回应
了教师职业的不同诉求，执其一端是
师范教育不完善的表现。超越它们，
构建一种旨在培养教师完整职业素
养的师范教育应当成为深入改革的
走向，于是我们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

期开始了人格化师范教育的探索。
人格化师范教育是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在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进
行的一场小学教师职前教育改革探
索的逻辑结果。由“知能并重”到“文
化育人”，继而走向“人格化”，正是师
范教育改革合乎辩证逻辑的结果。

培养适应现代教育的全面
和谐的教师职业人格

现代教师丰富而深沉的人文品质
是时代和教育的渴求，它与认知品质
的整合不仅可以发挥优化的教育效
益，而且将保证育人的正确价值方向。

人格化师范教育将教师职业人
格视为以普遍人格特征为基础的、有
明确职业特性的、圆整的人格系统。
它以培养适应现代教育的全面和谐
的教师职业人格为旨归；以职业认知
品质和职业人文品质的协调发展为
主要标的；以教师个体独特性的发展
满足其自由、充分发展的需求，并保
障教师群体人格的丰富性、多样性。

一般说来，知识并不作为人格的
组成部分，但是知识是智力、品德、方
法的凝结物，是智能中的决定性因
素，当它化为个人的经验系统，则成
为人格的有机成分。对于教师来说，
知识自然是其职业人格所必备的内
容。通识知识的宽广性、学科专业知
识的深刻性、教育专业知识的实用性
和探究性三者的结合是区别于其他
职业的教师知识品质的特点。由于
教师职业的基本特性是实践的，能力
是实践的支撑，因此由作为技艺行为
能力的教学能力、作为组织行为能力
的教育与管理能力、作为理性行为能
力的教育研究与探索能力这三者构
成的职业能力品质，就是区别于其他
任何职业能力的鲜明特点。

认知品质促使教师在职业活动
中以简约化、有序化、逻辑化的方式
来求取教育的最大效益，这是教师职
业活动的重要保障。但是，教师工作
的对象不是冰冷的物，而是活生生的
人，是有自我意识、有感情、有理智、
有不同身心特点、有不同认知与情感
需要的独特个人。如果一味用一体
化、格式化、标准化和计量化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学生，那么全面充分发展
只能是空话。而且师生关系也不能
仅归结为主、客体关系，它更是人与
人的复杂关系；不能仅是一种组织与
契约性质的关系，它有着微妙的心理
关系；决不只是理智与事实的关系，
而是有着情感与价值的关系。种种
多样、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仅凭知识、
能力，仅用简约、有序和逻辑化的科
学方法并不能奏效，而必须诉诸更符
合人性、情感、道德与审美的情感
——人文品质，以情感的交流、道德
的熏染、态度的感召、审美的渗透和
价值的启迪等来引领教育活动，从而
超越认知品质的局限，对人的发展起
到最优化作用。

符合人性，诉诸情感道德、审美
和生长的教师职业人文品质包括以
热爱学生为基点，以身作则为特征，

以公平为准则的教育伦理精神；以纯
熟的教育技能为基础，以情感为血
脉，以独特为标识，以灵活为气韵的
教育艺术精神；以激发创造意识与能
力为追求，以树立创造型人格榜样为
己任的教育创造精神；以珍惜生命流
程，尊重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开发生
命潜能为圭臬的教育生命意识；以建
立平等的师生关系、民主的管理方
法、合作交互的教学方式为追求的教
育民主意识；敏于感知美、善于表现
美、长于创造美的审美意识。教师的
这种情感—人文品质是职业生命的
灵魂。现代教育的进程表明，科学主
义、认知主义的教育不能实现塑一代
新人完整人格的承诺，而且还在一定
程度上助长了知识与人性、科学与人
文、理智与情感的失衡。因此，现代
教师丰富而深沉的人文品质是时代
和教育的渴求，它与认知品质的整合
不仅可以优化教育效益，而且将保证
育人的正确价值方向。

教师职业人格包含着这个专业
群体的共同特征，也包括着教师的个
体独特性。教师的职业认知品质，情
感—人文品质是教师职业人格中的
共同性特征，它积淀着社会与时代的
价值理念，反映着社会对这个专业群
体的基本规范、特定要求，表现为群
体的心理特点、行为准则，但这并不
排斥教师个体在适应共性要求基础
上的个性特点。根据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和造就有“丰富个
性”和“自由个性”的理论审视教师，
首先，教师作为一个人在谋求全面发
展的同时，应当并且也可以发挥自身
条件与潜在的可能性，求得充分与自
由的发展；其次，他所从事的职业活
动不仅需要具备一般的职业品质，也
允许并且要求他具有个体特征。教
师的人格魅力往往在于其鲜明的个
体性特点；教师群体各自鲜明的个体
性特点所集合成的群体的人格丰富
性，正是学生个性发展的良好外部条
件。教师人格中共同性与个体性不
是相悖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的统一体。

人格化师范教育的重要任务之
一是，在未来教师身上发现其个体倾
向性，呵护并发展其个性特点和教育
特质的生长点，在职业人生中展示出
个体的风格和教育价值。人格化师范
教育的教育模式具有个体性特点，以
圆整和谐的职业人格为价值方向，把
职业认知品质与职业人文品质融于一
体。它既区别于以理论与学术为中心
的知识本位师范教育模式，区别于以
技术与应用为中心的能力本位师范教
育模式，也区别于偏重个性与艺术的
人文化师范教育，它的培养模式必然
是整合的。它拒绝师范教育分隔、割
裂、片面的弊端，倡导并实行从教育目
标整合到课程、教育方法、管理方法乃
至学校文化整合的教育模式。

人格化师范高度整合性的教育
目标，首先要求课程的整合化。对学
术性与技术性课程的保证是不言而喻
的，而体现人性光辉与价值方向的情
感—人文性课程同样不可或缺。因
此，融学术性、技术性和人文性于一体
的整合课程结构，是人格化师范教育
的必然选择。课程整合的另一选择是
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实践课程和研
究性课程的整合，特别是教育实践课
程，要提高这类课程的地位与课时比
重，设计这类课程的序列。

人格化师范教育确认，现代师范
教育培养方法手段正朝着科学化、技
术化方向前行，对提高教育效率有不
可低估的作用。但这种方法对于提升
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情操、审美情致，
确立价值方向则难以奏效。它需要与
更符合人性的人文化的教育方法，如
感受、体验、陶冶、自我学习、自主活
动、内审反思、交融合作和激励性评价
等相结合，采用科技化与人文化相综
合的教育方法。人格化师范教育的管
理方法基于同样的价值选择：为保障
学校有序运行，必须加强纪律、制度、
奖惩等刚性、物化的管理方法，同时又
激发管理对象的动机，唤醒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的潜能，将外部要求转化为
自觉行为的人化的管理方法。

教师职业人格的建构是一
个漫长过程

在综合化的教育模式中淬炼，在
良好的教育生态中涵育，在教育实践
活动中砥砺、实现。

教师职业人格的建构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它植根于教师职前教育，
贯穿于职业人生。它在综合化的教
育模式中淬炼，在良好的教育生态中
涵育，在教育实践活动中砥砺、实现。

教师的职业人格应在综合化的
教育模式中养成。人格化师范教育
超越单纯学术、技术、个体的立场，站
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上，以造就知
识、能力、情感、道德、理想信念的健
全人格为使命，使教师成为集“经师”
与“人师”为一体的现代教师。

教师的职业人格还要在和谐的
教育环境中涵育。“人创造环境，同
样，环境也创造人”。恩格斯的这句
话透彻地阐明了人与环境互动的关
系。健全、圆整的教师职业人格的涵
育，需要一个与这一目标相和谐的教
育生态，需要一种以对教师生命成长
与人格发展的关怀为核心的学校文
化。同样，教师在职业生涯中也需要
这样的教育环境的滋养，以推进职业
人格的完善。建设良好的职业生态、
教育环境，社会负有重要责任。但
是，秉持职业人格理想的教师不也负
有“创造环境”，营造良好教育生态的
责任吗？他们应肩负起“创造环境”、
改变教育生态的责任，并在这样的教
育人生中砥砺自己的职业人格。

教师职业人格的健全是一个过
程，它既需在职前教育中培养，还需
在职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这种教
育实践应当是一种有目的的、自觉的
共生性活动，即在以学生的全面充分
发展和健全的人格培养为目的的教
育活动过程中，有意识地、积极地完
善自己的职业人格；是一种葆有持续
职业内驱力的活动，在周而复始的职
业人生中，不断克服职业倦怠，超越
庸常的满足，直面教育问题，始终伴
随批判性反思，不断校正实践方向；
是一种追寻教育自我的实践，探索建
构最适切的教育操作方式，逐渐形成
自己的教学风格，以最好的自己立足
于教育，并作用于教育对象的全面、
充分、圆整的发展。

（作者系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原校长）

走向人格化走向人格化：：师范教育的一种改革探求师范教育的一种改革探求
朱嘉耀

人格化师范教育既区别于以理论与学术为中心的知识本位师范
教育模式，区别于以技术与应用为中心的能力本位师范教育模式，也
区别于偏重个性与艺术的人文化师范教育。它拒绝师范教育分隔、割
裂、片面的弊端，倡导并实行从教育目标整合到课程、教育方法、管理
方法乃至学校文化整合的教育模式。

一家之言

“缔造完美教室”是新教育实验的重点项目，
作为“完美教室”的“核心成员”，课程在其中起着无
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将课程——无论是国家统一
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还是所谓“教室里的课
程”等落到实处，都离不开课程表的编制与实施。

课程表的编制与实施必须将学生身心特点及
发展、教师特长及专业发展、课程特征等因素进行通
盘考虑和科学统筹。

学校教育教学的主体是学生，如果忽视学生发
展的个体差异性和个性需求，就会影响他们生命的
自由舒展与成长。

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的主导者，如果无视教
师的意见和建议，没有综合地考虑教师所学的

“专”和所具有的“兼”，不能够做到取其长、避其
短，科学组合，教师就不可能成为课程最好的创设
者和执行者。

笔者主张学校成立一个民主集中制管理下
的、类似于“课程表编制委员会”的集体决策机
构。其组成人员以学生与教师代表为主体，还包
括校长、教务行政人员、家长、社区代表等多方人
员，由他们共同参与、和谐对话，对课程表编制形
成决策。校长是课程表的主要责任人和决定者之
一，教务行政人员是课程表编制的具体操作者，学
生家长及社区代表对学校课程表应有知情权、评
价权和建议权，学生和教师代表是课程表的执行
者和受惠者，其主要任务是对课程表进行评价，以
及提供关于课程表执行情况的客观反馈意见；
等。更加开放和民主的做法是，将“完美课程表”
编制与实施的主动权与主导权完全交给班级和学
生。如此一来，就可以充分照顾到每个班级的差
异与特性，使课程表的编制与实施真正符合他们
的生命特性、生活实际和心理特点，最终促进“完
美课程”和“完美教室”与孩子当下生命能够产生
切实的共鸣，带给他们更为丰富的生命体验，真正
实现真实、灵动、丰富而美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江苏省宿迁中学初中部）

如何编制“完美课程表”
宋月 高鹏

草根教研

老师在黑夜中为我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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