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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节 前 夕 ，
本报邀请
人民教育
家 于 漪 致
信 中 国 青
年 教 师 。
在 信 中 ，
她 鼓 励 青
年 教 师 心
系 国 家 命
运 、 承 担
历史使命、
磨砺专业能
力、点亮生
命灯火……
信件经中国
教育报新媒
体平台推出
后，引起广
大教师的热
烈反响。今
天，本版刊
发于漪老师
来信原文、
两个青年教
师群体的回
应以及网友
留言，期待
点燃更多教
师心中的家
国情怀和育
人理想。

编者按

于漪给中国青年教师的一封信：

选择了做教师，就选择了与国家血肉相连
老师，你好！

我是于漪。
教师节到了，我们一起谈谈

心。
我这个已逾鲐背之年的老

人，一见到青年教师，一想到青
年教师，心中就无限欢喜。

育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
程，教师必须思想有高度，学识
有厚度，精神有朝气。我们的
教育事业特别需要青年教师。

青年是人生之王，处在思
维最活跃的时期，对生命的追
求也最有动力。青年教师应志
存高远，把自己的生命同我们
所肩负的使命结合起来，要有
底气、有骨气，还要有锐气、
有韧劲。

青年教师，就是祖国教育
的未来。

人家说我不像九十多岁的
老人，我猜想是因为老师都有
一个“青春密码”，那就是学
生至上。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
做教师。教师这个职业寄托着
我一生的追求与热爱。虽然我
的身上有许多个称呼，但最喜
欢的，还是“老师”。

自195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走上教师
岗位，我在基础教育领域工作已经 71
年了。我不断地反思，我一辈子上的
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
教到学生心中的。

每个学生都是宝贝，因此要对学生
满腔热情、满腔爱。这种爱不只是说看
考试得几分，而是要讲仁爱、大爱，要
让所教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教育质量，说

到底就是人的质量。
学校中人的质量，就是两支队伍的

质量——培养者和被培养者的质量。要
把学生培养得全面发展，有理想、有本
领、有创新精神、有实践能力，归根到
底，培养者这支队伍就要过硬。

什么样的人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我
想，这个就是教育的生命。

育人先育己。我一辈子走的是同学
生一起成长的路，在教育学生的同时首
先教育自己，教育自己成为一个堂堂正

正、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有中国心
的中国人，成为一个能和学生知心交心
的老师。

一辈子做基础教育，我相信教师的
生命是在学生身上延续的，教师的价值
是在学生身上体现的。

生命虽然有限，但教育事业常青。
从事教育，必须有一种内心的觉

醒，那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
紧密结合在一起。

你选择了做教师，就选择了高尚，
就选择了与国家休戚与共、血肉相连。
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大如
天。

我想，做老师最重要的就是要点亮
生命的灯火，既是学生的也是自己的。
一个人心里头如果是黑灯瞎火，他就不
知道路在何方，东碰西撞，难识人间况
味。有灯火照耀，才能真正脱离蒙昧，
心明眼亮，生机蓬勃。

过去，蔡元培、陶行知、陈鹤琴等
大先生，留学回来以后，能够在教育上
有所建树，主要是因为他们有中国魂。
理想信念是大先生的灵魂，一定要能够
仰望星空奏神曲，心中要燃烧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命之火。

我想到我们的革命先驱李大钊讲过
的话，他说青年是“人生之王，人生之
春，人生之华”。他说要以青春之我来

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我们
的青年教师就是要以青春之自我，来
创建我们国家青春的教育。

希望都在青年教师的身上，你们
手里掌握着国家的未来。

今天的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今天的教育应该有开放的心
态。青年教师要坚定立场，放眼世界，
打开视野，海纳百川，择善而从。

更为重要的是，要有舍我其谁的
高远志向和教育教学思想的原创能
力。原创的思想应该扎根于我国广大
的教育土壤，扎根于历史的土壤，扎
根于现实的土壤，并面向未来的召唤。

青年教师要静下心来研究我们教育
孩子全面成长的规律，这样才能紧跟时
代的步伐，创造教育事业新的精彩。

我想，你的课，将来一定是满怀着
你的才情、你的情怀、你的责任担当来
上的。每个孩子在上你的课的时候，就
会得到知识，懂得做人的道理，而且享
受到学习的乐趣。

祝愿我们的青年教师，在教育的岗
位上散发青春的光芒，收获教育的欢
乐，取得可喜的成绩，为孩子们的人生
旅途带去一片光明！

你的朋友 于漪
2022年9月

（口述：于漪 整理：本报记者 任赫）

亲爱的于漪老师：
您好！
捧读您的这封信，仿佛与您进

行了彻夜长谈，真切地感受到您那
番“仰望星空奏神曲，心中燃烧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命之火”的
大先生育人情怀，感受到了教育的
另一种境界。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
教师。”您的教诲，发人深省!

选择了做教师，就选择了一
生的责任。您在信中说“生命虽
然有限，但教育事业常青”，我们
一定记在心间。您是我们一直仰
望的教育前辈，我们感受到了您
平实淡雅的文字间传递出对青年
教师的殷殷期待和鞭策鼓励，这
更加坚定了我们“为聪慧与高尚
的人生奠基”的使命感。三五年
前，怀揣成志梦想和教育激情，
年轻的我们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
位。“儿童站立学校正中央”是
清华附小成志教师团队的教育哲
学，这九个字中的精神文化，时

刻提醒我们，要想做好一名教师就需
要对学生怀揣满腔热情，真心实意地
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像我
们成志教师誓词说的那样，用敬业、
博爱、儒雅成就每个学生，把每个学
生的成长当作教师的最高荣誉，用无
私的爱书写成志故事，把立德树人落
实在每一天的教书育人中。

做教师就要努力成为学生的审美
对象。您说“育人先育己。我一辈子
走的是同学生一起成长的路，在教育
学生的同时首先教育自己，教育自己
成为一个堂堂正正、表里如一、言行
一致的，有中国心的中国人，成为一
个能和学生知心交心的老师”。于老
师，读到这些文字，真是心潮澎湃。
我们经常说，课比天大，要把课堂变
成自己的第二进修学校。我们知道

“上好高质量的课堂”是提升师德素
养、育人能力的抓手，要在“站住课
堂、站稳课堂、站好课堂”的进阶式
成长路径中，尽快从教育生手成长为
教育能手、行家里手；我们知道选择
做教师，修炼的路会很苦，新时代的

青年教师，就是要带着智慧和汗水积
极融入团队，做到课堂教学质量、课
业设计质量和课后服务质量三提高，
通过“1+X 课程”落实高质量育人
目标，培养健康、阳光、乐学的成志
少年。作为青年教师，我们定会努力
做到高质量育己、育生，带领学生感
悟成长的快乐，体验学习的收获，悦
享生命之美，不辜负每一日期待！

青砖可明志，广厦待后生。您说
“从事教育，必须有一种内心的觉醒，
那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紧
密结合在一起。”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三尺讲台，关乎未来。今年9月1日新
学期开学典礼上，我们的校长窦桂梅
老师在“开学第一课”讲了《一块青砖
的力量》。从青砖千年历史到清华青
砖建筑文化到青砖精神赓续，无不要
求我们新时代教师懂得青砖自身方正
与坚卓、青砖连墙也可聚拢成拱的青
砖之志之质，日复一日俯首耕耘，像一
块铺路青砖那样奉献坚守、托举担
当。作为清华附小青年教师，我们心
中已经燃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生命之火，在烈火中淬炼自己。同时，
我们把自己融入学校的教师共同体
中，在清华附小“新时代教师集体人
格”的浸润下，向优秀教师学习，不断
丰满自己的精神气象，努力把“做精神
上气象万千的教师”书写在学生高质
量成长的学校生活中，为培育更多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奋斗。

敬爱的于老师，千余字的信件值
得我们每个青年教师反复揣摩和品
读。“青年”说明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学
习、去思考、去理解、去实践，大胆地
闯、勇敢地试；“教师”说明要传道授业
解惑，更要努力超越，拥有精湛的传授
技巧和高超的教育艺术。于老师，像
您一样的教育大家犹如一座座精神坐
标，为我们青年教师提供了参照，引领
着我们的成长。我们也要接过您的接
力棒，追寻这精神坐标，继续向前，向
前……朝着教育明亮的那一方，向前！

谢谢于老师！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新教师组

2022年9月

向新时代青年教师的精神坐标前行

亲爱的于漪老师:
您好！
我们是扎根乡村的青年教

师，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泰
来县大兴镇中心学校。

看到于漪老师的来信，心中
激动却又备感亲切，因为您称自
己是“我们的朋友”。想给您最
尊贵的称谓，却默默写下“老
师”，因为您说这是您最喜欢的
身份。因此，我们坚定地相信，
您，令我们崇敬的人民教育家，
与我们广大青年教师一直在同
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莫大的鼓
舞！感谢您！

感谢您让我们找到了最好的定
位——青年教师是祖国教育的未
来。您能给予我们青年教师如此至
高无上的尊重与期许，我们特别感
动，我想这定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
力。我们也定会谨记您对“育人”
这项复杂工程提出的要求——思想
有高度，学识有厚度，精神有朝
气。同时，我们深刻地意识到青年
教师生命应有的样态和它的价值所
在。作为扎根乡村的青年教师，我
们要志存高远，以振兴乡村教育为
使命，将生命在使命中挥洒出十足
的底气、骨气、锐气和不拔的韧
劲，做乡村教育热土上的一点星
火，努力发光发热！

感谢您教给我们教师的“青春
密码”——学生至上。您从水深火
热的年代走来，一路向着孩子们的
心灵深处走去。您 71 年“做教

师、学做教师”的经历在黑板
上印刻下了时代的年轮，向我

们昭示着育人最纯真朴
实的本质——把学生当

作宝贝，用满腔的
爱去关注和促
进每一个孩子
的全面发展。
教师能参与一
个个生命的成
长，真的是既
美妙又伟大的

事业。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教育质

量，说到底就是人的质量。”这正是我
们青年教师最需要的理念。这让我们
意识到，把“学生将成为什么人”作为
我们关注的重点，把“学生成为那样的
人所需要的素养”作为我们培养的关
键，不单纯以知识去灌输，真正关注具
体而鲜活的人。老师是要目中有人
的，而您眼中的“人”，不仅是被培养的
学生，还有作为培养者的我们。“什么
样的人培养出什么样的人”，一句简
单的话让我们顿悟“什么是有生命的
教育”。育人先育己，育人便是育
己。老师与学生的相遇是一场生命与
生命两全其美的邂逅，更是一场双向
奔赴的共同成长！我们就在这场邂逅
与成长中让有限的生命永葆青春！

“你选择了做教师，就选择了高
尚，就选择了与国家休戚与共、血肉
相连。”我们默默地反复读着您信中
的这句话，心里添了几分凝重。当我
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在
一起，当我们时刻准备肩负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重任，我们仿佛感受
到了生命的灯火正被点亮。以青春之
自我创青春之教育，我们的民族也必
将在我们的奋斗中焕发出青春的勃勃
生机！

感谢您为我们点亮生命的灯火，
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宝贵的建议。作为
新时期的青年教师，面对百年变局，
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立
场，我们的立场与格局是学生看见世

界的门窗。立于变革之世，不盲从是
我们青年教师应有的操守，扎根于教
育的土壤、历史的土壤、现实的土
壤，面向未来的召唤，敢立于潮头、
乘风破浪。

您说“要研究学生全面成长的规
律”，对此，我们感觉万分激动与欣
喜，因为我们目前所在的大兴中学正
实践着这一教育理念，虽是一所农村
中学，但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教育的
探索和革新，探寻着适合农村孩子的
成长成才之路。“用适合的目标引领
每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是我们近二
十年来的教育实践。我们把帮助学生
确立适合的目标当作最大的责任，激
发学生成长内驱力，帮助他们向目标
努力，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们最大的
期许是不让任何一个农村孩子“落
地”，即使是放牛娃娃，也要让他吹着
牧笛去放牛！扎根在乡村黑土地，我
们努力打造“多点成才”的农村教育。
而今，听了您的这番叮嘱，无疑，更加
坚定了我们继续前行的信念。

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我们将时
刻提醒自己：要让学生在我的课上不
仅得到知识，更要懂得做人的道理，
享受学习的乐趣。我们将永远铭记：
我的课就是我！是我的情怀与才华，
是我的责任与担当！

感谢您的同行！祝您身体健康，
生活愉快！

黑龙江省大兴镇中心学校青年教
师团队

2022年9月

坚定立场 乘风破浪

@喜乐芳华
作为一位坚守在乡村的青年教师，

于漪老师的话让我备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使命神圣！青年当自强，青年教师是教育
的中流砥柱！加油，中国教育者！

@Rose
生命虽然有限，但教育事业常青！作

为师范生，定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努力
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似水流年
于漪老师好！看到“点亮生命的灯火”这

句话，好想抱抱您哦！因为，十多年前，我曾写
下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用心耕耘，点亮生
命”，表达了我作为教师的目标与追求。虽与
您在空间上比较遥远，但我会在思想上向您学
习、行动上向您靠近！祝福于漪老师永远年
轻！祝愿教师们永远蓬勃向上！

@P.D.h
是您让我们看到了青年教师的努力方

向！未来的基础教育，交由我们来接力！您
辛苦了！

@梦在彼岸
“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这是我们

师范学校的校训，也是我们广大教师安身立
命的根本。今天再次读到于漪老师的谆谆教
诲，犹忆起27年前我走向农村中学工作的时
光，那时一周21节课也感觉不到疲惫，一心
只想把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送入高中……希
望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有一颗年
轻的心。向于漪老师致敬！

@sunshine
人生遇到一个好老师，非常幸运。我受

教于我的老师，也希望我可以影响我的学
生。教育就是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棵树摇
动一棵树。

@观灯不语
乡村青年教师不仅感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

生活便利，也感受着教师这个职业更加受社会
尊重、更加令人羡慕。正如于漪老师所说，做
到眼中有学生，才能获得更好的专业成长。未
来，我要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一起
成长。

@娇玥
“学生至上！”是啊！这不正是我决定踏上

那三尺天地的真正原因吗？我选择教育这一行
业，一直都是出于对教育的喜欢和热爱，我始
终期盼着班上的孩子能通过我的“托举”，攀得
更高，看得更远。我的幸福感，应该从孩子们
身上得来，应该从课堂上得来！漫漫长路，希
望我能做好一个人，上好一堂课，教好一群人。

@西府海棠
平凡的坚守，是不平凡的责任与担当。

@止于心
努力做一个让孩子们觉得幸福和幸运的老

师！相信光，追逐光！

(以上内容摘编自中国教育报微信用户留言)

青年教师当自强青年教师当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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