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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我们也不擅长，
怎么办？
落课程的舞台，真正成为孩子们课
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发现角落课程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教学
程的幕后支持者。
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学生在自主合作
例会上从学习到思考到各抒己见，
校园每一处角落都在午间绽放
中得到成功的愉悦，将角落课程巧妙
不断提升认识。最终，我们确定按
课程的光彩。养正轩开讲“遇见大
地与生活课程的五大领域相结合，实
照以下思路建设角落课程：
咖”；逐梦坊里“魔术师露馅了”； 现与五大领域的良好对接；小坊管，
一是学习，以“说说我们的课
两棵银杏树下“水星的秘密”和
大作用，从选拔—培训—带领—放
程”为题展开一个月的教学例会， “心肺复苏的奇妙”正在行进中；最
手的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可塑性和超
通过阅读和碎片化的学习去理解以
吸引人的“三国武帝记”已经连续
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开放角落区域，
儿童为中心的课程到底是什么。二
开课三周……最关键的是，每一处
有效利用校园文化和现有资源，让每
是建设，设立一个孩子们的机构，
课程学生都听得津津有味，不存在
个学生都可以成为课程的主人。
把角落课程整体负责起来，把校园
组织纪律的问题。这也更加说明，
给孩子一个角落，还教育一份惊
交给孩子，让他们唱主角。三是开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听众是依
喜。在角落课程的构建过程中，让学生
放，发挥学生“天马行空”的思
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课程，恨不得讲
自主去设计课程成为最大的亮点，把课
想，把课程交给孩子们。四是把
的时间再长一点，听得再多一点。 程交给孩子自主去设计，让学生去帮助
关，孩子们专业性强的主题要帮助
小听众反馈最多的就是：还没听
学生，既然给他们平台，给他们空间，给
把关，注意科学性，并与首都师范
够，什么时候还讲？
他们时间，就让他们在实践中总结提
大学相关领域沟通，把教师请进来。
角落课程就是蓬勃生机，它给
升。我们这些课程平台的搭建者，就是
带着这样的思路，角落课程工
予学生希望与动力，彰显个性美丽 “推波助澜”
的小喷发器。
作坊随即成立，协调、组织、统筹
的色彩。它正以探究类课程的角度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副
本年级角落课程。老师逐渐淡出角
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创新
校长）

@江苏 顾红松 事实上，
学校家
长微信群的乱象，
也折射出教师和家长
对公共话语空间中权利与义务的忽视，
确实需要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和家长三
方面，
自上而下地进行整顿。山东省潍
坊市教育局曾发布通知，
规范中小学教
师使用互联网建群行为，
划出了家长群
管理的
“底线”
，
明确将教师在家长群的
言行进行规范。比如，
不得在班级群组
中通报点名、批评学生、公布成绩或排
名，
不得通过互联网群组织家长征订教
辅资料、电子产品等有价物品，等等。
此举旨在规范辖区学校组群建群，
降低
各类家校联系平台的负面影响，
这对改
变当前许多家长群只建不管的现状具
有现实意义。
@湖北 李丽 教师和家长在群
里面，要明确自己应该干什么、可以干
什么以及不必干什么。如果教师发的
消息比较重要，并且在文末注明了“请
回复”，那家长就需要回复，因为教师
可能需要统计；如果单独点名某一位
家长，也希望家长能回复一下；如果教
师只是公布班级的一些情况，可以不
用回复。当然，有时候因为家长的感
谢话语和表情包刷屏过多，反而会耽
误其他家长看消息。其实对教师工作
最好的支持，就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
教师和家长需要在教育上达成共识。
@北京 尹建莉 在微信家长群
建立之初，家长和教师可以协商草拟
“群规”
，
事先
“约法三章”
。教师在家长
群中应该遵循
“面向全体，
关注个体”
的
原则。一般来说，
个别孩子的问题尽量
与家长“私聊”，给学生和家长留足“面
子”，这样不会适得其反。家长则应积
极理解、配合教师工作，及时回应群信
息。同时，
学校和教师不发布跟孩子教
育无关的信息，保持微信家长群的“清
净整洁”
。此外学校和社会则应该与时
俱进，
在利用新的媒介技术健全家校沟
通渠道的同时，
有意识地开展一些加强

微议

李春

学生角落课程“
学生角落课程
“口布的故事
口布的故事”
”在校园一角开讲
在校园一角开讲。
。

学校家长群的正确﹃发声方式﹄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学校
校长或教师为群主、家长为群成员建
立起来的 QQ 群、微信群也成为很多学
校、班级实现家校沟通的便捷工具。
但在现实中，一些由学校牵头的家长
群缺乏有效管理，在群里出现了炫富、
争吵、推销商品、发布广告等行为，给
作为管理者的教师和其他家长带来了
困扰。如何有效发挥家长群的作用？
家长群应如何管理，为家校沟通留下
一片净土？我刊微信公众平台“第一
缕阳光”
（公众号：alivesunshine）微友
对此展开了讨论：

打开角落文化的
“密码”
校园的角落，是孩子们特别喜
欢的地方，诞生出他们美好的梦
想，隐藏着课程的意义和儿童文化
的密码，给予学生创造的机会。
校园的午间到处都有学生组织
课程的身影，每一处角落都有认真
的小听众。当小团队的时间地点相
互冲突时，在小坊管的协调下，小
讲师们学会协商与谦让。丰富的课
程内容，有时也会吸引老师去
“蹭”课，为学生的博学多才点赞。
角落课程，是我校生活课程中
最受欢迎的校本课程。学校在自主
研发、自主组队、自主沟通协作
中，充分发挥潜能，在促进个性全
面和谐发展上开辟了有效途径，实
现“校园处处有文化，角落处处有
课程”的理念，成为学校课程的一
大亮点。
起初，校长提出角落课程概念
的时候，我们头脑里闪现的是一连
串的问题：给学生定什么主题？怎
么指导学生备课？都是从教师角度
考虑的。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尝
试帮助学生备课、试讲，还真拿出
了几节“精品课”。
但是，问题来了，这就是我们
想要的角落课程吗？是儿童自己的
课程吗？
这时，校长给我们培训：角落课
程要做成孩子们独立的课程，不应以
成人为基准，更不要由老师去布置主
题，那样就偏离了我们的主旨方向。
如果学生的角落课程与其他课程中
的学习者和参与者的角色相同，如同
成人编写的教材一样的课程，那么就
缺了童趣，更少了
“童味儿”。
看来，角落课程应让儿童成为
课程的开发者和主体。于是，教学干
部共同探讨如何“变味儿”。大家把
问题摆出来：角落课程到底要给学生
什么？是展示的舞台、思考的平台，
还是合作的工作台？中午的时间是
否可以把角落全部开放，让孩子为角
落做主？学生的思想天马行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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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家长的媒介素养培训，使教师、家
长成为交流平台的健康语境引导者。
@河北 秦鹏 微信群有其相对私
密性，同时也缺乏学校相关管理部门和其
他同事的约束和监督，导致一部分教师在
与家长交流过程中显得较为随意。如，群
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借助微信群为教师自
己或亲属朋友“拉票”、逢年过节在群里接
受家长红包馈赠等行为。微信群把家校
交流从传统的、固定的场所转移至网络虚
拟世界，使得家校沟通摆脱了时空限制。
但是 ，学校组建的微信群同样需要“规
则”，方可让家校沟通在和谐、合法、合理
的状态下运行。教师在群中一旦出现一
些碰触师德“红线”的行为，学校若处理不
好，就很容易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发酵，为
教师群体“抹黑”。因此，教师个人一定要
恪守师德规范，在微信群中应与在学校中
一样，高标准要求自己，而校长也应该建
立起相关的监督机制。

将立德树人宗旨落实到制度和实践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纪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
持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立
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中心环节，要通过具
体的制度建设来落实，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来实现。
岳麓书院自古就是湖南的高等学府，千余年来兴学不辍，为社会培养
了大批传道济民的栋梁之材，在长期办学历程中，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传
统特色的教育理念、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而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理想信
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又为
书院积淀了丰富的教育资源。作为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具体实践，今天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利用自身优势，充分挖掘古代书院教育传统，继承和
发扬融德行与学问为一体的理念和做法，构建和实施以导师制为核心的本
科生人才培养制度，将立德树人的宗旨渗透到本科生培养的方方面面。

立德树人，德育为先
中外高校实行的本科生导师制，
虽然都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个性化指
导为特征的现代教育手段，但对于学
生德行培养的强调和重视，却是中国
的本科生导师制扎根自身独特的历史
文化、区别于西方导师制而理应具备
的中国特色。
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和实践是古
代书院教学传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古
代书院教育家们强调，教育的目的就
是明人伦，如朱熹认为“德行之于人
大 矣 ”， 主 张 将道 德教 育 放在 首位 ，
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
的人才。清代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
长 王文 清 制定的 《岳麓 书院 学规》，
前两条就是“时常省问父母”“朔望
恭谒圣贤”，学规的前半部分对道德
教育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将传统道德
规范作为学生的行为准则，而后半部
分内容才是对学业的要求，体现了传

统教育先成人后成才的人才培养观
念。
传统书院教育追求“求学”与
“求道”的统一，强调德行、品格培
养。这不 光 要 求 老 师 有 很 高 的 品 格
素质，“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还要求老师在知识的传授过
程中，特别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
将学生品格的养成作为教育的根本
目的。岳麓书院实行全方位、多层
次的本科生导师制，正是希望改变
在当前的教育中能力培养与德行培
养失衡的弊病，把学生人格与品质
的培养作为导师的重要职责，要求
导师不仅仅传授知识，而且要在价
值观念形成与人格养成的过程中，
在为学进德、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等
方面给学生以引导。

立德树人，以人为本
立德树人，让人的发展成为目
的，是把学生放在教育的中心，紧扣

学生成长的需求进行制度设计，充分
发挥导师制的作用。
从 2009 年第一批本科生入院，岳
麓书院就开始推行并不断地补充完善
导师制，形成了目前在本科生的学
业、生活、班级、学术兴趣四个不同
层面开展指导的体系：学业导师全面
负责学生大学四年品德、学业的成长
辅导，生活导师主要解决一年级新生
入学适应性问题，班级导师协助班级
建设、负责解决同班学生的共性问
题，学术兴趣导师则指导学有余力的
学生提前做学术研究的准备。生活导
师选聘优秀的研究生担任，其他三类
导师都由教师担任。
四种类型的导师制覆盖了本科
生学习的全过程，大一新生入校起
至少拥有学业导师、生活导师、班
导师三个导师。不同类型的导师制
互相配合，满足了青年学生在思
想、情感、学业不同层面的发展需
求，为本科生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
制度支持。比如生活导师，是本科
生更亲密的师兄师姐，他们与本科
生年龄、身份接近，相互较少拘
束，易于沟通，特别是能为新生入
校后，迅速适应学校生活、培养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提供很大的支持
和帮助。2010 级本科生廖玲说：“别
看我们的生活导师都已经是博士
了，但是他们还是很细心，宿舍生
活要注意的细节，离开家之后的饮
食习惯，他们都会给建议。”
本科学生在入学辅导、专业认
知、修课指导、生涯发展规划、学术
训练等各个关键环节上，能够及时得
到导师们的专门指导。导师也有机会
与学生充分交流，在了解学生个性特
点、兴趣爱好、能力倾向的基础之
上，利用不同场合、不同机会给予有
针对性的指导，对学生思想观念上的

偏差，及时引导与纠正，使学生人尽
其才，脱颖而出。以成绩优异取得
2017 年北京大学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学
生李屹轩，谈到自己的学业导师和生
活导师时说：
“导师制的特色在于一对
一的培养，肖永明老师和陈峰师兄都
倾注了很多的精力在培养我的学习和
为人方面。肖老师经常用电话短信和
我联络，约好时间一同外出郊游畅
聊，询问我近期读书学习生活的情
况，同时也经常参与师门的读书会和
我们一同读书学习。陈峰师兄每周在
御书楼都会和我聊天，探讨一些读书
时遇到的问题，同时也会就一些社会
现象和热点问题交流看法。接受这样
的栽培和指导，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
能够获得成长。
”所以，李屹轩称导师
是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路标”。

立德树人，入心为要
以老师、学长引领的教学研究活
动是古代书院学生学习生活中的重要
部分。传统书院建立的一系列制度化
的教育教学等活动，使学生有很多机
会从游于师，使师生建立融洽的关
系，老师成为学生的模范，更大程度
地发挥他们在学生人格培养方面“身
教”和“化育”的作用。保证师生相
处的时间，通过多种形式，达到潜移
默化的育人效果，既有的传统和经验
对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在导师制实行过程中，本科生通
过一对一交流讨论、参加师门读书会
或者一起参加各类文体活动等方式，
与导师亲密互动。此外，岳麓书院举
办了大量的学术文化活动，如国学大
典、国乐节、祭孔大典、学生论坛、
游学、读书征文、文化资源调查等活

动 ， 还 有 常 态 化 的讲学和读书会活
动，为师生活动提供公共平台。师生有
了更多的交流时间和共同话题，学生能
够真正“从游于师”，导师将“传道、
授业、解惑”融入师生互动的丰富活动
中。在连续几年对毕业生关于导师制实
施情况的回访和征文中，95%以上的学
生表示，书院是一个温馨亲切的家园；
良师益友的教导比书院的美景更让他们
难以忘怀，更让他们感动。
在这些活动中，践行传统礼仪、
习礼育人成为岳麓书院本科生导师制
极富特色的内容。新生向孔子像行
礼 ， 诵 读 《大 学》 及 《岳 麓 书 院 学
规》，为入学礼；选定导师后，师生共
同签订指导协议，举行正式的拜师
礼；毕业时，学生向老师行谢师礼。
近年来，岳麓书院又逐渐恢复传统的
祭祀礼仪，每年春季师生一起祭祀屈
原和书院山长，诵读诗词、唱咏歌
曲，缅怀先贤；秋季师生一起祭祀孔
子，在文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举行传
统释奠礼，演奏古乐，诵读经典。通
过恢复传统的礼仪教育，树立尊师重
道观念，引导学生以先圣先贤的道德
人品为楷模，确立、增强学生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激发道德
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引发学生对学
术的信仰与追求。

教同化雨，师生共进
在导师们的全力投入和精心指导
下，一些大学生的迷茫失落代之以真
真实实的存在感与归属感，学生感受
到关注、鼓励与支持，他们在导师的
指导下自主学习，与研究生团队一同
研读经典，互相问疑辩难，思想激
荡，讨论社会、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问
题。师生之间学识、情感、精神上的

全面交流，使师生感情日益深厚。在
长期的指导关系中，学生“亲其师，
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
效其行”
，师生建立起学术共同体与道
德共同体的紧密关系。一名本科生在
文章中谈道：
“我们需要导师的陪伴跟
帮助，书院导师制作为我们与导师交
流的桥梁，让我们收获最美好的大学
时光。这是一种制度，更是岳麓书院
的文化所在。
”
导师制的实施，使老师有更多的
时间和学生一起。在师生亲密融洽的
关系中教师身份不断被强化，推动老
师在促进学生的发展中不断完善自
我，努力提高教书育人的能力与水
平，同时也感受工作带给他的满足感
以及幸福感，形成了师生共同发展的
局面。岳麓书院每年组织导师制征文
和教育教学评估调研，组织导师们专
题研讨交流，推动老师们进一步思考
和学习，并不断改善工作。在导师工
作研讨会上，吴仰湘教授说：
“我刚开
始担任学生导师只是凭着良心和惯性
工作，通过这几年不断地实践、总
结，和大家一起交流经验，对于导师
制的认识和工作技能都得到了很大提
升，也很享受全心全意培养学生带来
的快乐和成就感。
”
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能否实
现，不在于外在形式上是否条列崇高
的教育目标，而在于我们要充分认识
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切实
可行的具体制度和具体的实践，从不
同层面推动实现。岳麓书院本科生导
师制，深深扎根于传统教育，底蕴厚
重而又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既注重
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又注重实施过程
的每一个环节，可以为今天高校如何
落实立德树人的办学宗旨提供很好的
启发和借鉴。
（谢丰 潘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