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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查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教育
是一种重要的德育方法，也是教育者
进行德性教育的重要途径。那么，当
前少年儿童榜样教育的真实效果如
何？榜样教育存在哪些问题，面临着
怎样新的趋势？榜样教育怎样实施才
能更有效果？

就这些问题，南京师范大学课题
组针对江苏省初中学校学生、教师和
家长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面向南京
市以及苏南、苏中、苏北城乡初中学
校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发放问卷
1156 份，收回问卷 1106 份，实际有
效问卷为 1077 份。其中，初一学生
536 人，初二学生 541 人，男女比例
相当。通过调查和访谈，对当前榜样
教育的实然状态、取得的经验、存在
的问题及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的
对策建议。

一、少年儿童榜样教育
现状总体乐观

调查结果表明，少年儿童对榜样
和榜样教育的心理需求是积极向上、
多元化、时代化的，但同时也有一些
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初中学生对榜样教育成效总体
肯定

调查显示，对于“是否有效仿的
榜样”，有 80.22%的学生回答“有”，
另有 4.64%的学生回答“榜样就是偶
像”。可见，榜样在初中生群体中的
认可度相当普遍。关于榜样教育内涵
的认识，有69.55%的学生表示“知道
并且认同”，说明榜样教育具有一定
影响力，对学生也产生着重要的影
响。有73.44%的学生对“学校、老师
所树立的榜样”表示认同。对于“榜
样教育所产生的效果”，有 59.05%的
学生表示“效果明显”。78.49%的学
生对榜样教育前景“持乐观态度”，
凸显了榜样教育的有效性。

对于“当前榜样教育存在的问
题”，45.78%的学生认为“过于追求
高大全的完美形象”，26.56%的学生
认为“脱离学生的实际”等，说明当
前的榜样教育依然存在一定的共性问
题。

2.获取榜样资源的渠道多元化
调查显示，关于少年儿童获取榜

样资源的渠道，52.83%的学生选择来
源于网络，48.75%的学生选择来源于
电视和广播，还有40.48%的学生是通
过朋友、同学而了解的。可见，新媒
体时代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等向学生
传播榜样信息的影响越来越大，同伴
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占一定的比例，而
传统的教师讲授与教材学习的方式所
占比例则越来越小，仅占18.76%。这
提示我们，要积极地利用新媒体这一
便捷有效且学生易于接受的方式，向
学生做榜样的正向传播和教育引导。

3.学生对“身边人”认同明显
调查表明，学生喜欢的榜样类型

是多样化的，选择同学、朋友的人数
比例最多，为 45.5%；其次是影视明
星 ， 占 39.46% ； 家 人 、 教 师 占
32.87%。杰出人物一度是中小学生喜
欢的主要类型，但调查显示，杰出人
物如科学家、英雄人物、劳动模范、
社会精英所占比例远低于影视明星，
劳动模范仅占17.92%，政商界精英占
14.11%。在让学生写出他们所喜欢的
榜样姓名和身份时，有学生写到了英
雄人物，但这类英雄人物多是影视或
虚拟动漫人物，很少有人写现实中的
杰出人物等。

4.对校内榜样教育的形式较为认可
调查显示，榜样教育的开展形式

以 身 边 人 的 评 选 、 表 彰 居 多 ， 占

58.12%；其次是在特殊节点开展相关
的教育活动，观看身边的报纸、电
视，以班会形式进行主题活动等；通
过志愿者服务及实践活动等开展榜样
教育占比不高，占26.83%。这说明当
前学校开展榜样教育的形式多样，越
来越趋向于以身边人的事例来进行宣
传和推广，使榜样人物能够更加接地
气，更易接触和效仿。

5.初中生榜样教育呈现新特点
调查显示，有 75.3%的学生“有

自己崇拜的偶像”，说明偶像崇拜在
初中学生中非常普遍，多数人都有自
己喜欢的偶像。对于“偶像的吸引
力 ”，选择偶像的内在品质如“人
品”（35%）、“才华”（19.03%）、“传
播正能量”（10.21%） 的合计占 64%
以上，而选择偶像外在因素如“颜
值”的仅占 4.83%。关于选择偶像的
方式，73.07%的学生是自主选择偶像
的，教师、父母干预比较少。对于

“偶像犯错是否应该被原谅”，64.44%
的学生认为小错误可以被原谅，触犯
底线的事情绝不原谅。关于“对少年
儿童偶像崇拜的看法”，39.28%的学
生表示青少年过度追星需要节制。有
43.36%的学生表示偶像崇拜对学习有
促进作用，有29.62%的学生表示没有
影响。可见，多数学生对于偶像崇拜
比较理性。

关于“老师、家长对待偶像崇拜
的态度”，有近半学生选择的是“无
所谓”的态度；有26.09%的学生认为

“老师、家长比较支持”。访谈过程
中，教师们也表示，对于学生偶像崇
拜并没有过多干涉，只有影响到学习
时才会有所提醒。

二、榜样教育需要理性
分析和科学定位

榜样教育较之其他道德教育手
段，可以通过榜样人物鲜活的事例和
生动的道德形象唤醒学习者的道德情
感和道德自觉，从而激发个体追求理
想的愿望和激情，榜样教育对于促进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重要作用。

1.客观看待榜样教育的现实际遇
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多元化

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尽管出现
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对影视明
星的过度宣传等，但从调查数据来
看，当前少年儿童榜样教育的效果是
显性的，得到了受访者的总体肯定。
对于榜样教育这种适合少年儿童道德
发展规律的教育方式，必须予以肯
定。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地方
的榜样教育还存在脱离少年儿童实
际、榜样形象高大全、榜样教育方法
简单化等弊端。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挑
战以及当代少年儿童的新需求，我们
需要冷静分析，针对现实困境提出有
效应对方法。

2.创新榜样教育的内容形式与途径
从调查结果看，榜样教育采用形

式最多的是开展先进分子的评选、表
彰，占58.12%；其次是在特殊节点开
展相关教育活动，占48.65%。有将近
一半的学生选择自己的同学作为榜
样，这说明学校所开展榜样教育的形
式对学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对于所
喜欢的榜样类型，选“同学、朋友”
的比例最高，占到了 45.5%，可见，
学生更愿意以身边的同学、朋友作为
自己的榜样，因为以身边的人为榜
样，可以和榜样朝夕相处，既能从榜
样身上学到良好的品质或其他优点，
也能看到其身上的不足，这样的榜样
更真实可信。

关于“学校榜样教育还有哪些需

要 改 进 的 地 方 ”， 选 择 最 多
（56.08%） 的是“要调动学生主动参
与的积极性”，其次是“榜样的选择
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可以让学生参
与榜样的选树工作。同时，要积极利
用新媒体形式多样化、传播便捷性、
内容趣味性的优势，丰富教育形式，
拓展教育路径。

3.挖掘偶像崇拜的正向德育价值
偶像崇拜是少年儿童的一种过渡

性需求，也是个体身心发展特定阶段
需求的产物，不能简单地予以压制，
应理性分析评判，合理引导。访谈
中，当问到关于榜样与偶像之间关系
的看法，大部分教师赞同将偶像包含
在榜样这一大概念之下，榜样未必能
够成为偶像，但是偶像可以转化为榜
样。积极、正向的偶像可以树为榜
样。偶像则赋予了榜样时代性的特
质，但并非所有的偶像都值得效仿，
所以要倡导理性崇拜偶像。基于此，
有 学 者 提 出 建 立 “ 偶 像 — 榜 样 教
育”，引导学生将追星、偶像崇拜的
意念、热情转化为奋斗的动力，这种
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其实质与榜样教
育殊途同归。可见，偶像崇拜的德育
价值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以拓展榜
样教育的新空间，教育引导少年儿童
淡化偶像光环，化偶像为榜样，将偶
像的吸引力与榜样的道德教化功能结
合起来。

三、创新机制完善新时
代榜样教育

1. 尊重学生在榜样选树中的主体
地位

当下，社会价值观多元，自媒体
新媒体发达，学校教学模式也发生革
命性变革，新时代少年儿童心理发展
需求更具体、更多元和个性化，这要
求必须创新教育理念，增强学生参与
的主动性、积极性，提升榜样教育的
吸引力。

要从注重榜样的多样性、现实
性，榜样教育的自主性、实践性等方

面增强榜样教育的时代性，从而为榜
样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既要提高传统
英雄人物、各行各业先进模范、杰出
人物的影响效果，还要创新榜样教
育，树立新时期少年儿童可亲、可
信、可学的榜样，用身边的人、身边
的事教育少年儿童，引领少年儿童学
习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

不同学生个体对榜样人物的选择
和模仿，会受制于个体年龄特征、心
理特征、认知水平、成熟程度、知识
结构和生活背景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因此，要适应新媒体时代特点，培养
网上的少年儿童正面偶像；针对明星
榜样凸显的现象，要引导学生关注明
星在成长过程中对理想的执着与坚
持，深入挖掘偶像魅力之所在。

可以发动学生推选校内校外值得
效仿学习的人，让学生选择、策划、
宣传，教师扮演指导者的作用。在选
择榜样对象和故事时，保证真实性。
要发挥教育者、家长、同伴等“重要
他人”的榜样示范作用。优化社会道
德文化和网络媒体环境，强化氛围熏
陶；加强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形成健
康向上的舆论氛围。

2.选树贴近生活的多元榜样形象
榜样是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生

活中的榜样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
人，其道德行为更适应当前学生的道
德心理需求，更容易唤起学习者的情
感体验。

榜 样 不 是 “ 神 ”， 他 也 有 优 缺
点，正是其不完美才能让人感到真
实，才不会让人觉得学习榜样是可望
不可即的事。前段时间上映的电影

《我不是药神》 中男主角陈勇，就是
一个很好的榜样形象，虽然他也犯过
错，就如电影主题曲所说：“没有神
的光环，你我生而平凡。”正是这个
平凡甚至一开始看起来缺点很多的
人，后来却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这也
是为什么这部电影可以引起多数人共
鸣的原因。

偶像不一定都是趋于表面、满足
感官需求的，偶像也有弘扬社会正能

量的精神品质。问卷调查也发现，偶
像最吸引学生的品质是偶像的人品，
如勤奋、自律、爱心等。所以，充分
挖掘偶像的闪光点，化偶像为榜样，
可以扩展榜样类型，达到更好的教育
效果。当然，调查也提示我们，处于
初中时期的少年儿童心智尚未成熟，
缺乏足够的是非判断能力，在效仿偶
像过程中需要教师和家长的及时引
导。

3.创新榜样教育方式方法
道德源于生活，也需融入生活，

榜样教育要改变以往灌输式、问答式
和说服、规劝、强迫的教育手段，应
倡导更多的角色体验、情感互动和行
为表达。要引导学生从身边具体、可
感的人物中选择效仿对象。在宣传榜
样人物的时候，可以在不损伤其影响
力的前提下，呈现他的缺点，设置情
境，让学习者寻找、观察榜样人物所
蕴含的优秀品质。

当前，网络新媒体运用普遍，主
要包含视频、图片、动画等多种方
式，这种新媒体方式能够更加清晰、
直接地向学生展现榜样形象的全面
性。通过数字媒体的宣传，榜样的形
象可以更加饱满。学校可充分利用数
字媒体，推广宣传榜样的精神实质和
感人经历。要扬长避短，发挥新媒体
在弘扬主旋律、传播先进文化价值
观、改进榜样教育、促进少年儿童思
想道德发展方面的正向作用。

4. 构建“三位一体”榜样教育合
力机制

榜样教育的创新完善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着力构建家庭、学校、社
会“三位一体”协同教育体系，形成
育人合力，达到优化榜样教育的目
的。

突出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教师
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群体，教师的整
体素质直接影响学生品质的发展，教
师应该充分发挥其榜样示范的带头作
用。学校可通过形式多样的先进个
人、集体选树、表彰活动，如班级评
选、少先队评选等，搭建榜样教育的
多种活动载体，形成学习榜样、效仿
榜样、尊重榜样的价值观和德育生
态。

发挥家庭教育的基础作用。家庭
教育是通过血亲关系的感化作用、家
庭生活的渗透作用和父母言行的示范
作用，对子女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所以家长
要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注意自身言行，
积极肯定主流榜样形象，营造健康向
上的家风，以正向的价值观潜移默化
地引导孩子成长。

与此同时，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
组织要积极营造崇尚英雄、崇尚模
范、崇尚榜样的社会氛围，引领构建
健康向上的核心价值观。大众媒体要
践行社会责任，克服以经济利益为唯
一目的的导向，做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的引领者，要多宣传为国家、社会作
出默默奉献的各行各业的先进模范，
引导公众和少年儿童形成劳动光荣、
奉献光荣的道德文化认同。社区要积
极为少年儿童榜样教育提供便利，在
社区建立志愿者服务站，支持学生在
服务中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新时期
的榜样教育发展需要以社会教育为依
托，共同构建“多方参与，共育人
才”的立体化协同育人机制。

[本文为 2017 年全国少工委少先
队 研 究 重 点 课 题 （ 批 准 号
2017ZH30）“当代少年儿童榜样教育
研究”的成果，课题主持人崔欣伟。
作者崔欣伟系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
研究所研究员，赵婕系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少年儿童需要什么样的榜样教育
——基于江苏省部分初中生的调查

崔欣伟 赵婕

孔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
而内自省也。”社会贤达、民族英
雄、知名人物、成功典范和先进人
物等都是人们效仿的榜样，榜样以
其优秀品质和人格魅力影响和感染
周围的人们。英国教育学家洛克也
说：“儿童通过榜样比通过告诫学得
更多，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提供好的
典范来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儿童
会热切地模仿有道德的人的行为，
特别是当人们赞许他们这样的做法
时。”因此，以榜样引导儿童，开展
榜样教育具有重要价值，也历来为
中外教育家所重视。

在当代，我国经济、社会的发
展迅速，人们的思想文化也在发生
着变化，社会上有些人恶意抹黑传
统先进人物的榜样形象，甚至质疑
榜样教育的成效。对此，南京师范
大学课题组十分敏锐地抓住了这一
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在理论研究基
础上，面向江苏初中学校师生开展
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并从时代要求
和少年儿童道德发展的需求角度进
行深入分析。这一课题研究的结论
是令人信服的，也是值得引起社会
各界关注的，其研究对于德育工作
者客观把握时代特征、加强和改善
榜样教育、引领少年儿童道德成长
教育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实践借
鉴价值。

新时代榜样教育要站在儿童的
立场、了解儿童的发展需求，加强
人生价值的引领作用。由于新时代
的 儿 童 大 多 自 我 意 识 强 ， 思 想 独
立、活跃，他们看到、听到、接触
到的信息量大，且内容复杂多元，
但判断能力相对不足；他们个性鲜
明，主动追求人生目标，但又缺少
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国家社会发展
的 宏 伟 大 业 关 联 起 来 的 意 识 。 因
此，新时代少年儿童榜样教育，要
充分注重引导儿童判断什么是有价
值的人生，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值得
尊重、欣赏和学习的榜样。

新时代榜样教育要回归儿童生
活、回归情感体验，充分尊重儿童
的参与性。榜样教育要立足儿童视
角，引导儿童从生活中、从身边挖
掘榜样示范，让儿童认识到生活中
的贤达人物并不一定是光鲜亮丽的
明星人物，那些平凡质朴但却身怀
技能或服务他人而不计较个人得失
的 普 通 人 物 ， 也 应 该 是 学 习 的 榜
样。

新时代榜样教育还要坚持弘扬
传统，创新教育模式方法，体现新
颖性、时代性。正如课题组调查报
告中所说，总结和推广传统榜样教
育的经验做法，厘清榜样教育与偶
像崇拜的逻辑关系，创新实施“偶
像—榜样教育”模式，促进偶像与
榜样的相互转化；让学生参与榜样
的选树工作，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丰富教育形
式，拓展教育路径；建构政府、社
区、媒体、学校、家庭共同参与的
合力教育引导机制，切实提升榜样
教育对于儿童道德发展的引领效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博士生导师)

用榜样示范引领
儿童道德发展

卜玉华

■专家说
图1 本调查少年儿童喜欢的榜样类型

图2 当前开展榜样教育的主要形式

制图：李鹏

（上接第一版）

故事，一直在讲述——
校园里有群老宣讲员
4 月 10 日早晨 6 点，家住宅北乡

南滚龙沟村的史林山像往常一样早早
地起了床，洗漱后穿上了自己一直穿
的旧军装。吃过早饭后，他来到家门
口，搭乘村民的车来到村子后山。

“再往前50米就到了。”老人边爬
边说，老人带记者去的是他守护了几
十年的一块特殊墓地。

几分钟后，这位89岁的老人带记
者来到了著名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
墓地。王二小本名闫富华，作为他儿
时的玩伴，史林山是王二小（闫富华）
遇害的见证者。

这次老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
为他要去乡里的王二小红军小学讲述
王二小的故事。每次他来到这里，都
会和他心中的二哥聊聊天。

在去王二小红军小学的路上，老
人打开了话匣子：“我们这里山大沟

深、地形复杂，平山的沟沟坎坎里到处
都是红色故事。”

老人说得并没错，平山县有5000
多位烈士，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这里
制造了上百起惨案，有 14000 名无辜
群众被杀害。“几乎家家有人当兵，村
村有人牺牲。就拿俺们南滚龙沟村来
说，原来有400多人，抗战期间牺牲了
79人，非常惨烈。”史林山说。

不到半个小时，老人来到了学校，
当他走进五年级（1）班的教室时，全
班30名学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坐定后，老人开始了讲述。当讲
到王二小被日本侵略者刺穿胸膛、挑
下悬崖时，老人眼中流出了泪水。此
时安静的教室里，分明听得出不是一
个人在抽泣。

“同学们，为了新中国，无数烈士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同学们要牢记先辈的光辉
历史，肩负起富国强民的责任。”老人
最后激动地说。

像史林山一样，活跃在平山校园
里的老党员、老战士有260多位。

基因，永远在传承——
让红色资源“说话”

“毛主席的一身毛衣毛裤不知穿
了多少个年头，有好几个大窟窿。可
他对身边工作人员有一条规定：不经
他本人同意，不许为他买东西。”4月9
日下午，作为小小志愿讲解员，西柏坡
希望小学四年级学生范宗源在西柏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前，向前来参
观的游客讲解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讲解完后，范宗源来到了利用空
闲来这里听自己讲解的妈妈、西柏坡
景区讲解员陈会茹的身边，讨论自己

讲解存在的问题。
“语气再平和一点儿”，“适当加点儿

手势”⋯⋯在专业讲解员的剖析下，小讲
解员的问题被一一挑了出来。

自信满满的小宗源貌似有些不耐
烦：“我哪能像你们大人一样专业啊？”

听到这句话，陈会茹表情立马严肃
了起来。她教育孩子说：“我们就是历史
的传承人，是能代替这些文物站出来讲
话的人，必须认真。”

在她们谈论间隙，记者好奇地问了一
个问题：“你们在家是不是也这样讨论？”

陈会茹笑着说：“每天孩子做完作业
后，就是我们俩的讲解时间，我们是互相
讲解，互相挑毛病。最近西柏坡更新了
廉政教育馆的内容，有一些新的讲解词，
她也成了我的‘小啄木鸟’，纠正我的方
言之类的问题。”

说这话时，陈会茹眼睛里闪烁着自

豪与欣慰的目光。而让她更加高兴的
是，自从当上了小讲解员后，范宗源对历
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央求她购买
革命英雄的故事书和绘本，语文成绩也
得到了提高。

虚心接受指正的范宗源 4 月 10 日
一大早就来到学校，与其他几名小讲解
员交流感受。她与其他4个小伙伴分别
讲述中共七大“五大书记”的故事。在讲
述周恩来故事的闫露茜看来，讲解就和
小伙伴聊天一样，需要语气平和些；而在
讲述任弼时故事的刘柏青看来，讲解需
要做好功课，多读历史书籍⋯⋯

你一言我一语，记者临走时，小讲解
员们讨论的热度依然不减。

每逢节假日，派学生到西柏坡革命
旧址做志愿讲解，已成为西柏坡希望小
学的传统。

不仅仅是西柏坡，如今在平山，学生
纷纷与革命纪念馆、历史文物“结对子”，
每一处红色资源都有了新的“主人”，学
生们用自己的感悟讲述历史、宣传平山。

本报平山4月10日电

（上接第一版） 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
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的理念，拒绝
挥霍铺张、浮华摆阔等消费行为，
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粒
粮、每一张纸。此外，加强青少年
生 态 文 明 教 育 ， 不 仅 是 学 校 的 责
任，也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把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关系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战略思想融入育人全过
程，是教育对生态文明建设应有的
贡献。只有为未来培养出具有生态
文明价值观和实践能力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才能传之久远，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才能越走越宽。

平山：沟沟坎坎里都是课堂 生态文明教育
要从孩子抓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