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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心” 育人： 开启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方向

【采写视角】

“人本关爱， 铸造师魂”； “育人为

本 ， 育心为上 ” ……培养 “育心为魂 ”

的 “育心型教师 ” 队伍 ， 不仅因应了

“人本关爱” 素质教育的实践需要， 也充

分体现了现代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和创造

性， 代表了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方

向。

“人本关爱， 铸造师魂”； “育人为

本， 育心为上”。 经过 “人本关爱” 教育

思想洗礼和实践磨砺， 一支适应 “人本

关爱” 教育需要的 “育心型教师” 队伍

在华中渐露峥嵘。

把教师推向 “育心为上”

的发展高度

把 “人本关爱” 教育思想变成行为

和智慧的力量， 华中老师经历了从思想、

行为到人格、 情感的痛苦裂变， 教育的

视界和情怀变得逐渐高远起来。

办学之初， 经过素质教育理论 、 学

校教育思想的系统培训， 老师们震动很

大 ， 但是行动起来许多人心里依然是

“升学率就是一切”。 华中发起了全校性

教育思想大讨论， 各年级、 班级、 教研

组 、 职能部门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 ，

深刻理解 “人本关爱” 教育思想， 内化

为自己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指南， 展开了

以 “人本关爱、 铸造师魂” 为核心的教

师专业发展路径探索。

随着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的素

质教育全面展开， 培养一支 “育心为魂”

的 “育心型教师 ” 队伍 ， 上升为华中

“人本关爱” 教育实践的现实需要。

“这既是改变学生心理现状的迫切

要求 ， 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理性诉求 。

不仅要求教师具有运用教育规律开展教

育教学活动的能力， 还应具备根据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 充分运用心理教育理论，

有效开展心理教育的能力。” 华中教科室

主任王本书说。

“现实中教师心理素质和心理教育

能力显然不能适应这一需要。” 祝长水校

长接过话头： “我们在问卷调查中发现，

教育心理学的知识更新和应用能力是教

师最需要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教师

不仅需要更新专业知识、 提高专业能力，

更要发展专业情意， 尤其是健康的心理

素质， 这不仅关系到教师的职业认同和

幸福追求， 更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和

学校教育的成败。 由此， 我们把 ‘育心

型教师’ 文化建构提上了议事日程。”

“育心型教师 ” 是以敬业 、 爱生 、

乐业为基础， 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教

书育人， 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 独特的

教育思想、 个性化教育教学性格的现代

教师 ， 其基本特征表现为 ： 一是尽心 ，

对教育教学尽心尽力、 尽职尽责。 二是

爱心， 终极关怀每个学生， 不仅要助力

学生考得高分， 更要全面发展其综合素

质， 开发其发展潜能。 三是懂心， 懂得

学生心理发展规律， 了解学生心理状态、

心理潜能。 四是 “童心”， 学会 “换位思

考”， 注意以学生的视角看待他们成长中

的问题， 而不是以成年人的思维和价值

取向取代学生的心理倾向 。 五是知心 ，

就是心心相印、 以心换心， 能根据学生

学习态度、 学习兴趣、 学习动机， 及时

化解其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 六是育心，

能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状态， 有针对性地

开展培育健康心理、 塑造高尚品德教育

活动， 帮助学生形成优良的心理素质。

在专家看来： “六心” 育人 ， 培养

“育心型教师”， 不仅因应了 “人本关爱”

素质教育的实践需要， 也充分体现了现

代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和创造性， 代表了

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方向。

让 “关爱” 变成一股巨大

的教育力量

让 “教学育心” 成为一种教育教学

的自觉行为， 激发聚生教师发展、 创造

的本质力量， 华中措施频出。

“

2003

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华中 ， 遭

遇了一段惨痛经历。 班上连续出现打架

事故， 作为班主任， 我的责任是对学生

关注不够， 不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 工

作缺乏预见性 。 ” 张艺潇老师顿了顿 ：

“出事后我很沮丧， 甚至想离开学校。 祝

校长找我谈话， 进行心理松绑， 使我从

班主任岗位下来后没有懈怠……两年后

我再当班主任， 找回了自信。”

张老师班主任工作的最大体会是

“育德要育心， 育德先育心”。 “我班上

一名女生认识了一个社会闲杂人， 并被

他纠缠上了。 有段时间我感觉她上课心不在

焉， 几次问她都轻描淡写。 一天趁她高兴，

我抓住机会与她谈心， 她终于打开了心扉。

接下来我与年级主任一起， 帮她了结了这

事， 她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张老师如是反

思： “对学生青春发育期产生的心理问题不

要扩散， 要小心呵护他们的人格自尊， 实实

在在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困扰。”

“小张前三年在华中发展不顺， 权威式

管理矛盾重重， 学生对她不接纳、 不肯定，

成为有问题的老师。 学校并没有采取简单批

评的态度， 而是 ‘扶心为上’， 给予有力的

心理关爱和专业支持， 收到了管理育心的效

果。” 副校长林曼丽说。

在华中， “关爱学生” 既是整体倡导的

一种教育理念， 又是师德核心， 还是一种教

育的基本能力。 华中持续展开 “人本关爱，

铸造师魂” 教育报告会、 师德师风事迹演讲

会、 “感动华中人物评选” 活动， 引导教师

为学生终生幸福奠基， 绝不让一个学生掉

队， 做到 “让优秀的学生更加优秀， 让一般

的学生变得优秀， 让潜能有待开发的学生

获得最好的发展”。 引导教师 “自查反思”

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 行为方式 ， 以及对

待学生 、 家长的不良思想 、 情感 ， 准确 、

客观评价自己的教学现状， 总结优势 、 改

善顽症……一系列促进教师 “关爱学生” 的

组织助力， 不仅使学生深受其益， 也回馈于

教师： 既强化了一颗尽职尽责的爱心， 还学

会了知心、 用心， 拥有了一颗教育的童心。

把人力资源潜能变为 “人

本教育” 的强劲势能

华中教师团队来自全国各地， 其知识背

景、 人文背景、 人格差异可想而知， 要实现

“进华中 ” 到 “华中人 ” 和 “教书人 ” 到

“育心人” 的教师转变， 持续提升教师的专

业发展力。 华中构建了一条 “差异推进， 整

体提升， 发展个性”、 学科教学和学校教育

专业双向并举的教师专业发展新路， 把学校

人力资源的巨大潜能变为了潜力无尽的 “人

本教育” 强劲势能。

早在

2002

年， 华中就果断决策： 与西南

大学联办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硕士研究生

课程班，

152

名华中老师完成了研究生课程

学习， 提升了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识和能

力；

2003

年， 华中在西部地区率先创建教师

专业发展学校， 两年后升格为中国教育学会

“教师发展学校”， 把教师专业发展推上了一

个新高平台。

不遗余力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专业能

力， 华中根据教师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需

求， 分段分层提出专业发展要求， 让各个层

面的教师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 选择适合

自己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 长期实施教师

专业发展 “三大工程”： 一是以培养优秀青

年教师为主的 “青蓝工程”，

30

岁以下青年

教师全体参加， 学校给每位教师指派了专业

导师， 助其尽快实现教学 “入格”。 二是以

培养骨干教师为主的 “栋梁工程”， 促进中

青年教师快速改变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 制

订中青年教师发展规划和助其快速成长的一

系列规章制度， 助其教学 “升格”。 三是以

培养名优教师为主的 “名师工程”， 为各级

名、 优、 特教师定规划、 定目标、 创条件，

促其参加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竞赛、 学科大比

武、 教学公开课、 教育科研等活动， 助其在

5

至

8

年形成教学风格。

从

2004

年以来 ， 学校相继举办 “青蓝

工程” 学习班、 “栋梁工程” 学习班 、 领

导干部学习班、 德育提高班， 把定期培训

与自主学习、 交流结合起来， 使学习成为

了教师日常工作 、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每年举办 “科研课改活动月”， 开展 “新秀

杯”、 “栋梁工程” 赛课活动， 评选科研课

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青年十佳 ” 和

优秀指导教师， 筑起了提升教师专业成长

的长效平台。

突破教师专业发展的 “高原现象”， 引

导教师心智聚焦于学习研探、 互动交流， 获

得专业的持续发展动力， 华中展开了融学

习、 实践、 诊断、 研究、 反思、 总结于一体

的校本教研， 形成学习式研究、 专题式研

究、 问题式研究和课题式研究等校本研究形

式和 “同学科跨年级、 小课题短周期、 个案

加叙事、 问题加专题式” 的课题研究路径。

借助专家资源， 构建起国家、 省、 市、 校级

课题网络： 以中国教育学会 “十一五” 重点

科研课题 《学科教学渗透心理健康教育的实

践研究》、 教育部重点课题 《人本教育的育

心文化研究》 和成都市高中课改专项课题

《育心文化背景下提高校本教研有效性的实

践研究》 总揽， 建立了

30

多个子课题， 覆盖

所有学科、 所有教师……以 “育心” 开发教

与学力量为实践研究主线， 华中把校本教研

变成为促进教师 “自造” 和 “再生 ” 的过

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

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骆霞辉老师在全校德

育经验交流会上， 以艾青名句开启了自己的

心路历程———

大学毕业后我在其他学校干了

13

年， 成

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优秀班主任， 走进华中时

内心却忐忑不安： 我能在这个藏龙卧虎之地

立足吗？

进入初

2010

级

5

班， 听说学生最爱投诉

老师， 我心里就有些害怕管理学生。 刚接手

这个新班， 果然发现他们 “非同一般”， 甚

至有老师对我说： 当这个班的班主任， 不死

也得脱层皮！

开学第三周星期五下午放学后， 宁珂和

张珂萍发生了矛盾。 我把他们带回办公室

询问 ， 宁珂不但不认错 ， 反而喊冤叫屈 。

我还从未见过学生竟如此嚣张， 想到平日

对他的耐心教育， 想到自己为了学生喊哑

了嗓子……那一刻， 我伤心了， 愤怒了！ 但

我很快克制住了自己。

“孩子， 你知道老师有多么不容易吗？”

我把自己开学以来艰难辛酸、 面对困难的

坚强一股脑儿倒了出来。 看着我蓄满眼眶

的泪水 ， 他渐渐低下了头 ， 并在 “反省 ”

中写道： “听了老师的肺腑之言 ， 我觉得

好惭愧……”

当班长宣布我班因学生方杰宇的违纪行

为被取消 “文明班级” 时， 全班一片哗然。

当我严厉的目光扫到方杰宇时， 她头埋得很

低， 但我还是发现了她悔恨的眼神……我沉

默了一会儿， 深情地说： “同学们， 金无足

赤， 人无完人。 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 方杰

宇同学已经知道错了， 让我们用宽阔的胸怀

宽容她这一次吧！” 山响似的掌声中， 方杰

宇微微抬起头， 眼里含着感激的泪花。

教师运动会上我不慎摔倒被送进医院，

孩子们冒着严寒、 抱着鲜花赶来。 看着他们

稚嫩而关切的笑容、 冻得通红的小手和因寒

冷微微瑟缩的身子， 我感动的泪花在眼眶不

停打转儿： “孩子们， 当我走向你们的时

候，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 你们却给了我整

个的春天！”

关爱生命， 贴近心灵， 开发潜能， 促进

发展……拨动生命的 “育心” 文化， 一路滋

养、 激发、 释放了教师生命的强劲势能， 华

中老师在成就学生的同时， 也实现和超越了

自我！

走进心灵、 孕育情感、 开发差异、 激活

潜能…… “育心” 文化引动， 全方位展开教

育教学改革， 华中一路走来， 教与学观念、

态度、 心态、 方式、 习惯等发生了显著变

化。

老师们告别了只重知识传授和考试能力

培养、 忽视 “育人育心” 的教育现象， 全面

关注学生心理潜能开发和综合素质培养， 学

生展现了积极、 主动学习和健康发展的良好

状态； 师生间、 生生间、 师师间在认知、 情

感、 个性、 行为等方面， 实现了多层次、 多

方面的心理换位、 心理交融、 互动激发、 教

学相长。

师生潜能得到充分开发： 学生实现了从

应试型向综合素质发展型的转变，

2004

年首

届高考本科上线

416

人， 随后每年以百位数

递增 ，

2010

年高考本科上线突破

1000

人大

关； 近

3

年来， 学生参加全国、 省市竞赛获

奖

1100

多人次， 参加全国、 全省中学生田径

运动会奖牌总数雄居榜首。 全校涌现出

1

名

成都市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4

名省市

级特级教师、

30

多名市县级学科带头， 全校

名优特高教师达到

180

余人， 占全校专任教

师的一半以上。

学校实现了从规模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

的成功转变： 作为全省办学时间最短的省级

示范性高中， 华中由创办时的

600

多名在校

生稳步增长到现在的

6000

多人， 生源质量也

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2003

年成为中国教育学

会全国第一所实验中学；

2005

年成为四川省

示范高中；

2010

年成为四川省高中新课程改

革首批样本校。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华中初步显现 “育

心” 文化特色学校轮廓： 以 “三维七段” 单

元教学模式为核心的 “教学育心” 特色， 以

“育心育情、 育情育人” 为核心的 “育德育

心” 特色， 以 “人本关爱， 铸造师魂” 为核

心的 “教师育心” 特色， 以 “开发潜能， 机

制助力” 为核心的 “管理育心” 特色。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永福审慎评

价： 华中 “育心” 文化实践研究， 是根据当

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实际提出的一项富有时

代意义的课题， 体现了素质教育的根本要

求， 即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以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课题针对当前我国

教育改革中的重点问题， 探索人本教育理念

和 “育心” 文化思想在学校实践中落实的途

径，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导航心理走向， 激发心理潜能， 发展心

理素质， 奠基素质人生……华阳中学十年一

贯， “育心文化” 贯穿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全

程全域， 趟出了一条力行素质教育的 “育心

文化” 特色学校建设新路， 开启了培育卓越

生命力的 “人本时代的学校变革”。

�

十年， 一群意气风发的教育人， 执著地实践着一个朴实无华的 “人本教育” 理念。

十年， 一种鲜活的时代生命力， 虔诚地演绎着一个奥妙无穷的 “育心” 文化命题。

最大化开发生命潜能、 全面奠基素质人生， 四川省华阳中学从落实 “人本关爱” 教育思想出发， 全力构建人本教育的 “育心” 文化， 发掘、 培育和释放了生命成长

的本质力量， 趟出了一条力行素质教育的 “育心” 文化特色学校建设新路。

“中学阶段是学生形成个性、 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 对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特殊意义。” 而 “个性形成” 和 “自主发展” 的关键， 是心理健康问题的有

效解决和心理潜能的有效开发……培育终极关怀生命成长的人本教育 “育心” 文化， 既让我们找到了开启生命潜能的钥匙， 更筑起了照亮生命星空的精神之塔。

“育人育心”： 学校特色文化建设新路径

———走进四川省华阳中学 “人本教育的育心文化” 实践探索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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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些实践研究的基础上 ， 着力

探索 “教学育心” 文化的表现形态和实

施策略， 华中开展 “育心型教学” 观摩、

展示、 研讨活动， 突出研究 “教学育心”

文化建设四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 ， “人本关爱 ” 的课堂研究 。

着重解决 “教师的心 ” 和 “学生的心 ”

两个问题， 将教师 “教书育人、 育人育

心” 的要求， 升华为 “用心教学、 用心

育心”， 学会 “用心” 关爱： 要有教学责

任心， 包括教学育人、 道德育人责任心；

要有教学事业心， 追求教学的事业价值；

要有爱心， 着力解决如何爱学生的问题；

要有一颗童心……由知识型教学 、 能力

型教学转向 “育心型教学”。

其二， “教学育情” 的研究 。 一是

创设情境， 创设轻松、 愉快、 自由、 平

等、 和谐的学科教学情感教育情境。 二

是以情育情， 让学生在情感中学习情感，

以教师人格魅力化解学生在接受教育过

程中遇到的情感障碍 。 三是情知互动 ，

发掘教材中的情感因素， 开发课程资源，

激活学生已有经验， 让认知活动与情感

活动交织起来， 让学生与知识产生感情

共鸣。 四是自我体验， 让学生全员参与

教学活动 ， 在体验中受到启发 、 感染 ，

培养理智感 、 道德感 、 美感……通过

“教学育情”， 使教师达到 “教中乐———

乐中教———乐于教”， 使学生实现 “学中

乐———乐中学———乐于学”， 使整个教学

过程做到 “情知” 交融、 以情促学、 以

情长知、 以情启智。

其三， “教学育智” 的研究 。 一是

开发潜能， 发展智力， 教学过程既重视

传授知识、 培养能力， 更注重学生潜能

开发和智力发展。 二是学习心理训练与

辅导研究 ， 开展语文高效阅读的研究 ，

尝试高效阅读的心理训练， 其他学科根

据自身特点进行高效阅读的探索。

其四， “教学诊断” 的研究 。 抓好

考试失分研究， 推广高三考试失分的实

践研究成果， 研制学生考试失分心理诊

断方案， 利用学月、 期中、 期末考试进

行学生考试失分的自我诊断指导， 提高

学生反思及自我监控能力， 并抓好学生

学习心理诊断的研究。

承前启后的 “教学育心” 文化实践

研究， 为华中全面实现 “教学育心”， 构

建人本关爱的 “育心型教学” 模式， 提

供了思想、 内容和策略支撑。

实施落实高效课堂的 “三

维七段” 单元教学模式

2009

年底， 华中在 “人本关爱 ， 系

统优化” 高效课堂建设的基础上 ， 提出了

“三维七段” 单元教学模式， 以此为核心展

开了构建教学 “育心” 文化的实践研究， 推

进高中新课程改革。

“传统教学侧重 ‘一维教学’， 进行知

识传授， 重视考试分数， 讲得多、 练得多、

考得多； 实施新课改以来开始注重 ‘二维教

学’， 重视培养能力、 发展智力， 有助于解

决 ‘学会’ 的问题， 但 ‘情感、 态度、 价值

观’ 目标难于落实， 往往成为教学副产品而

被边缘化。” 陈安福教授说。

怎样切实落实新课程标准要求的 “三维

教学目标”？ 华中创造性地提出实施 “三维

的教” 和 “三维的学”： 对教师是 “三维教

学”， 即以知识传授为载体， 既教会学生学

会、 会学， 又要解决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过

程中的 “育情” 问题； 对学生是 “三维学

习”， 既要实现知识性学习、 方法性学习、

情感性学习的统一， 又要把 “三维目标” 作

为学习内容和学习动力来落实。

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和实践需要， 华中

提出了 “三维七段” 单元教学模式 。 “三

维” 教学， 即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及

情感 、 态度 、 价值观三个维度的教与学 。

“七段” 指教学过程的七个阶段， 即学习引

导、 先学自研、 互动探究、 点拨讲解、 训练

内化、 诊断反思、 辅导提升， 也就是： 注重

学习目标引导和动力激发； 强调自主学习、

自主钻研； 互动探究深化理解部分教学内

容； 点拨、 启迪学生发展思维； 展开知识、

方法、 技能和心理训练； 强调学生对知识学

习、 方法技能、 情感态度心理的自我诊断，

以及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诊断和自我教学诊

断； 通过知识辅导、 方法辅导、 心理辅导，

提升教学效果。

按照 “华中人” 的理解， “三维七段”

是一个有机整体， “三维” 通过 “七段” 来

实现， 并为 “七段” 注入了新的内涵。 “三

维七段” 要通过单元教学来实现， “单元”

教学可以是一章、 一节、 一课， 需根据学

科、 课型特点和教学实情划分 “单元”。

由于这一模式建立在学校多年教学改

革实践研究的基础上， 又是华中教学思想

的一次升华 。 老师们感觉它新而不陌生 ，

并以极大热情投入 “三维七段” 单元教学

实践。

“‘三维七段’ 单元教学打破了传统的

一维、 二维教学模式， 实现了三维的教与

学： 全程贯穿 ‘教学育心’ 思想 ， 充分落

实 ‘三维教学目标’，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和

自主学习， 使学生从抱着走、 牵着走的学

习方式转变为教师引导 、 指导下的自主 、

合作、 探究学习， 强化了创新精神 、 实践

能力和健全心理的培养。” 华中高二年级主

任杨荣说。

将 “三维七段” 作文教学与 “四情教

育”、 “十心教育” 结合起来， 贺青松老师

构思了发展师生情、 亲情的高一作文教学系

列： 点燃学生情感经验， 通过展示、 互评、

点评等教学环节， 增进师生情、 亲情， 促进

了学生心灵净化， 提升了做人品位， 实现了

“作文育心”。

刚进高中， 学生很想念原来的老师， 对

新老师的情感建立尚待时日， 贺老师设计的

第一篇作文题是 “过去语文老师的印象记”。

犹如干柴一点即燃， 学生情感之河淙淙

流过， 画出了一条对语文教师的心理需求曲

线： “他一笑起来， 我就仿佛置身于暖房一

样温暖！” “他似一眼泉水， 不断喷射出活

水， 洗涤我们的灵魂……” 赏读、 品评这些

“发于心、 言于情、 启于智” 的优美语段，

同学们在 “润物无声” 的情感熏陶中感悟

到： 既要珍惜过去的师生情感， 更要学会建

立新的师生情谊， 因为 “亲其师” 才能 “信

其道”。

在题为 “挺直脊梁 ， 笑对人生 ” 一文

中， 同学们写道： “初三的生活已被我上

了锁放在回忆的抽屉里， 我翻开了一本崭

新的日记本 ， 题曰 ‘挺直脊梁 ， 笑对人

生’， 不仅寄望一个人要乐观向上， 还要活

得有骨气、 有勇气。 当你做到了挺直脊梁、

笑对困难时， 就会发现身边的一切都是那

么美好……” 学生从中悟出了自信自强、 自

励自为的成长之 “道”。

“我父亲是一名解放军， 驻地不远处便

是广阔的腾格里沙漠， 那里昼夜温差达到

十几度 ， 春天黄沙漫天 、 夏天烈日炎炎 、

秋天寒风刺骨、 冬天风雪连天 ， 就在这样

的艰苦地方， 我父亲度过二十几年的军旅

生涯……” 在 “父辈艰辛的故事” 作文中，

学生迸发出自强不息的奋进呐喊： “唯有永

恒的奋斗， 才会成就不朽的灵魂。”

“发掘渗透师生情感的系列作文教学，

既是对高中新生有效的适应性教育 ， 又是

‘教学育心’、 ‘育心育情’， 强化知识性学

习、 方法性学习、 情感性学习， 培育情感、

态度、 价值观， 可谓一举多得。” 华中副校

长林曼丽如是点评。

推行 “三维七段” 单元教学， 华中走过

了部分教师先行探索、 举办教学观摩课、 开

展教学大赛到全员探索的过程。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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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高中教师的展示课， 掀起了 “三

维七段 ” 单元教学实践研究的一个高潮 ：

“这些课虽有教学容量不当、 讲授时间过长、

学生探究和展示时间不足等问题， 但依然亮

点纷呈： 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教学标高基本符合学生实际， 注重运用自主

学习、 小组合作学习、 探究性学习等方式，

转变了讲得多、 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格局， 学

生确实动起来了； 注重学习方法指导和学科

能力培养， 注重问题来自学生， 注重过程体

验和交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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