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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作为班

主任的我，正在办公室备课，忽然接到

信息：一个学生放在宿舍枕头下的200

元钱不见了，班上已经掀起了轩然大

波，同学们议论纷纷，到底谁是偷窃

者？同宿舍的同学更是无心学习，人人

自危，既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又要防止

成为下一个被窃者。收到这则信息之

后，我一下子懵了。当时我任教的是师

范专业二年级，学生年龄 15-17 岁，正

值芳华，青春年少、激情四溢、恣意潇洒

……之前班级管理主要是常规事务及

参加各种比赛，我们班级因各方面表现

良好，一直是优秀班级。对于这样棘手

的问题，我从未遇过。

我第一时间找到宿舍管理人员和

学生了解情况，但一番调查谈话之后，

只得出一个结论：绝无外来人员偷窃的

可能性，至于其他，依然是一团雾水。

无奈之下，报告学校学工处，学工处领

导几经探查了解，最后又找到我，表示

无能为力，因为钱上无标记、无物证、无

人证，“此案”实在无法侦破。

我该怎么办？除了提醒学生要保

管好现金之外，难道这件事就这样结束

了？若真是本班同学所为，难道就这样

放之任之？若她今后再出现类似行

为？将来走上社会又会怎样……那段

时间，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中，一

直困扰着我。

冥思苦想之下，之前学习《心理学》

时看到过的测谎实验忽然掠过心头。

何不试试？我马上找来相关书籍，认真

研究相关内容，发现测谎要有专业的测

谎仪。可我没有仪器。放弃吧，又不甘

心！我想，若当众宣布准备用专业工具

测谎这件事，也许偷窃学生会扛不住心

理压力，自己“投案自首”。但若没有自

首，又怎么办呢？作为教师，总不能出

尔反尔。再三权衡之下，我自制了测谎

工具——一个放着铅笔灰的测谎袋，以

备后用。

成败在此一举。暗下决心的我当

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因为一旦当众宣

布，自己也就没有退路了，也许此举不

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成为一个笑

话（因为自制的测谎工具太经不起推敲

了）。但希望解决问题的迫切心理还是

驱使我做出了尝试。我周二在班级宣

布，让全班女生周五晚自习去心理实验

室测谎……惴惴不安等了一天，周三晚

上就有学生找到了我，哭着承认了她偷

窃的事实。

怎么会是她？人长得漂亮，家庭条

件优越，成绩也相当好。我与她倾心长

谈了一番，得知她家庭发生了一些变

故，妈妈不能原谅出轨的爸爸，正闹离

婚，对她一点儿都不关心，一点儿都不

考虑她的感受；她表面上和以前一样，

其实心里悲伤已逆流成河；看到其她同

学还如之前一样快乐，心生愤懑，就出

此下策……

了解缘由之后，我及时对她进行了

疏导，她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我在

为她保密的前提下，圆满处理了偷窃事

件。后来，我又多次与她谈心，并在征

得她同意之后，与她家长联系，她自己

也开始积极与父母沟通。慢慢地，一切

回归正轨。

此后，我想了很多：一个风华正茂

的女生，因人生路上的一点坎坷，差点

误入歧途。若当时我们没有及时发现

来自他们内心深处的困扰，并及时进行

干预，后果将不堪设想。其实，很多反

社会型人格障碍的形成，皆是因为爱的

缺失，因情感的需求长期无法得到满

足，慢慢就变得冷漠、无情，并且嫉妒心

极强，看到别人快乐就本能地难受，本

能地想破坏或夺取别人拥有的东西；他

们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如偷盗、毁容、

甚至残忍地杀害别人，并不在乎自己是

否得到了什么，只在乎夺取和破坏别人

的幸福快乐。

想到此，不禁一阵后怕，作为学校，

尤其是作为“教师的摇篮”的师范学校，

如果我们的学生具有反社会人格倾向，

该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由此我

想：培养学生健康的身体、渊博的学识、

教学的技能固然重要，但培育他们健康

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更为重要。让他们

在身心健康的世界畅游，健康成长，这是

我们师范教师终身都要研究的课题。

（作者系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
业技术学校副教授，国家级二级心理
咨询师）

上好劳动教育这门必修课，切实用

好教师自身这本生动的“教材”尤为重

要。“教师在默默耕耘的身影”，可以让

学生体会到“劳动最光荣”的生动诠释；

“教师和学生一起劳动的情景”，可以让

学生捕捉到“劳动最快乐”的真切体验；

“教师挥汗指导训练的场景”，可以让学

生收获到“劳动最美丽”的自然理解

……激活教师的主导性，从学生身边的

小事情、小兴趣、小活动入手，将劳动教

育融入日常教育，才能真正做到“五育

并举、全面发展”。

一是坚持一个“主动示范”好习惯，
展现日常劳动的服务状况，呈现劳动带
来的快乐效果，提高劳动教育的感染指
数，教师是劳动教育的“启蒙教材”。

一方面，要擦亮教师劳动服务的“示

范镜面”。在校园中,要教师们劳动的场

景，学校可以充分运用校园网、显示屏、

校报校刊、文化橱窗等阵地生动呈现；也

可以定期开展“老师最美的瞬间”主题活

动，让学生或征文展评，或绘画比赛，让

学生从教师身上深入感受劳动的价值，

“唤醒”学生自觉参加劳动热情。

另一方面，丰富教师劳动技艺的

“魅力窗口”。教师示范、启发、引导的

教学过程中轻松自如地展示自己的劳

动技艺，不错过向学生展现“劳动创造

美”的机会；学生劳动比赛中教师们即

兴一展身手，在烘托活动气氛的同时也

向学生传递“劳动最快乐”的理念；与学

生家长一起比拼“劳动绝技”，让学生经

历“眼花缭乱”、“赞不绝口”等不同程度

的感染和激励后，自然会对劳动产生浓

厚的兴趣。

二是打造一个“主动规范”好环境，
融入劳动的校园环境，自觉渗透课堂教
学，优化劳动教育的熏陶细节，教师是
劳动教育的“指导教材”。

提升校园熏陶指数。教师除了时

时给予学生示范之外，还在校园劳动中

处处给予学生指导，对于积极的学生充

分褒奖，及时提升其榜样效应；对于消

极学生应即时提醒，在评价中进行强

化，促其转变；对无法适应劳动岗位的

学生应耐心指导，突出自身激励性评

价的规范职能。在教室文化策划、校

园环境方案制订过程中及时提出自己

的意见建议，切实融思想道德、劳动教

育于校园文化建设之中，提升其潜移

默化效果。

提高课堂渗透效果。教师应该充

分挖掘所教学科的劳动教育元素，在教

学情境中相机切入劳动场景，在话题导

入环节中注意呈现感动学生的劳动记

忆，在师生互动中随机开展激励学生的

劳动体验……自觉地将劳动教育有机

融入课堂，自然可以有效培养学生劳动

观念，提高动手能力，激发创造力。

三是搭建“全面协作”好平台，激活
良好家风的潜移默化，链接校园内外的
主题平台，丰富劳动教育的体验过程，
教师是劳动教育的“拓展教材”。

凸显家校互动中指导身份。学生

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良好的劳动习惯的

培养离不开高效的家校互动机制。在

密切家校联系中教师指导作用尤为重

要，除了详细介绍学校的做法和初衷

外，还应积极指导家长与学校同步开展

好劳动教育，参与编写家教指导校本

课程，转变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观念，向

家长普及劳动教育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技巧，使家长尽快成为劳动教育

的实践者和协助者；认真使用“家校同

步劳动实践手册”，对学生劳动实践细

节进行精心指导和规范，真正在家校

同步形成“人人知劳动”的良好氛围，

引导家长有计划、有步骤地指导孩子

参与家务劳动。

激活课外实践中主题资源。在校

内外大型活动中、特别区域创设一些

“主题岗位”，教师通过竞聘、奖励等方

式推出“上岗劳动者”，或者安排学生参

访平凡岗位的劳动者，了解岗位职责，

感受他们付出的辛勤劳作；开展“主题

评选”、“主题征文”活动，引导学生深入

社区开展志愿劳动，在班级、家庭中主

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利用不同

节日创意“实践主题”，按照年龄开展整

理衣物、环境打扫、钉纽扣、酱菜制作等

不同劳动竞赛活动；邀请附近社区的劳

模开展专题讲座丰富“人物主题”，从不

同的事迹中感受劳模精神……擦亮各

种主题实践中的劳动精神，引导学生学

习岗位本领，懂得劳动不易，劳动光荣，

学会感恩。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教师是劳动教育最生动的“养成教

材”，只有充分发挥教师自身的责任意

识和主导职能，搭建多样化的劳动示范

平台，创新精致化的劳动规范机制，促

进学生在劳动教育中主动、生动地发

展，劳动教育才能点燃学生理想的火

种，为学生插上腾飞的翅膀。

“若水”身教，滋养生命成长

老子在自然界万事中最喜水，他

常用水来喻德。在“孔子问礼”的典

故里，有这样一个片断：老子送别孔

子，手指浩浩黄河说：“上善若水。水

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

乃谦下之德也……”老子认为，最优

秀的人就具有如水一般——最完善

的人格。这样的人，愿意到别人不愿

意到的地方去，愿意做别人不愿意做

的事情。他们具有骆驼般的精神和

大海般的肚量，能够做到忍辱负重、

宽宏大量。他们具有慈爱的精神，能

够尽其所能去帮助人、救济人，却不

和别人争夺功名利益，他们就是“善

利万物而不争”的王者。

重读典故，我想起钟南山院士。

2003年，钟老曾因抗击“非典”成名,
“非典”过后，他基本淡出公众的视

野，直到这次疫情暴发。1月18日傍

晚，84 岁的钟南山从广州出发赶往

武汉。因为买不到当天的机票，他挤

上了傍晚5点开往武汉的高铁列车，

被安顿在了餐车一角，他在赶往武汉

的高铁餐车上困倦至极的画面，烙入

大家的心里。1月21日，耄耋之年的

他义无反顾地赶往武汉，再上防疫最

前线……钟老上善若水的品德和一

往无前的气魄，震撼了无数国人，也

让他瞬间吸纳包括“00后”在内的众

多“新粉”。在今年“超长假期”，我的

学生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近百份随

感和日记，无一例外地提到钟南山。

孩子们用稚嫩的话语和手中的笔，真

切地表达他们对钟院士的崇敬和热

爱,很多人率直地说出了自己的人生

理想——希望将来能成为像钟老那

样奉献一生的人。钟南山本无意教

导谁，但他却成了最成功的教育者。

他用“无声”的美德教导了千千万万

的人，也教会了孩子们应该如何成

人、成长、成才、成功。

好的教育就如水，微而无声，却

有滋养万物的柔情，也有滴水穿石的

毅力。学校是一部无声而立体的教

科书，孩子们的心镜明晰地映照着为

师者的一言一行。若有“若水”的师

德浸润到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那么在

这里舒展的每一片绿叶、绽放的每一

朵鲜花上都将生长出最绚丽的色彩。

“上善”德行，以人育人

《管子·权修第三》上说：“终身之

计，莫如树人。”也就是说在整个教育

过程中，树人是根本任务。作为教育

工作者，我们必须致力于人的全程发

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和

终身发展。作为老师，我们对每一个

孩子都寄予最美好的期望，不厌其烦

给他们讲先哲和圣人的故事，讲修身

和做人的道理，引名言，说典故，大道

理一堆又一堆地往他们耳朵里塞，我

们在讲台上忙得不亦乐乎，讲台下的

孩子们听进去了多少呢？《左传·襄公

二十四年》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

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

谓不朽。”实施教育理应以立德为驱

动，以德育德，以人育人。老师要在

“生活的课堂”中充当美德的行动派、

践行者，给孩子们鲜活的道德形象。

有句俗语：“屋檐水点点滴，点点

滴来无差异。”其意主要是比喻父母

言行对子女影响的深远，形象地道出

有其父母便有其子女的道理。前不

久，什邡市师古镇苏家桥村人一位网

名“大树哥”的农民要将种植的10万

斤蔬菜捐赠到湖北武汉。他在网上

发了一则求助视频，许多人看到消息

立即赶去帮忙。在这群冒着严寒抢

收蔬菜的志愿者队伍里，有一位叫樊

忠的先生，来回驱车四十余公里前往

助阵。而他的妻子邹燕是中江县一

所乡镇医院的护士长，也主动申请放

弃春节休假，毅然参加到医院的疫情

防治工作中。夫妻俩的行为，首先被

打动的是他们 15 岁的儿子樊昱辰。

这个上初三的大男孩2月1日写了一

篇《别样的春节》的文章。他在文章

里记述“大树哥”的善举、父母亲的平

凡故事，诚挚地赞美了那些默默付

出、辛苦努力的人们。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孩子的善良离不开父母

的以身示范。温暖的“生活课堂”给

予了他最生动的人生之课。

老子说“上善若水”，我认为教育

也应如水：好的教育要有滴水穿石般

的教育精神，有百折不挠的教育毅

力，有一往无前的教育勇气，有舍我

其谁的教育担当。教师应有“上善”

之人生追求：肩负使命, 手捧热诚，以

塑造灵魂为己任，用生命之躯不断推

动人类文明的车轮向前奔驰。我们

用“上善”之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影响学生，温暖学生，感化学生，激励

学生，改变学生，成就学生。我相信，

“尚德之师”必能让校园处处都有“上

善”之行，那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自

会“若水”无痕地潜入学生的心灵最

深处，教育也会最终达到化腐朽为神

奇，变顽石为美玉的树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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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20多年的时间里，我认真阅读过不少名师的教育教学理论著作，也
聆听过教育大咖讲育人艺术，但最打动我却是大家们在“生活课堂”中的为人。

在古往今来的教育史上，有许多人品贵重的师者，梅贻琦老先生就是拥
有“上善”为人的典范之一。梅老被称为清华的“终身校长”，他非常重视教
师的师德。在他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破格提拔了“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
钟书、华罗庚、吴晗等数位著名教授。在梅老先生的眼中，所谓大师就是学
问与道德俱佳的楷模，而他本人的人格魅力也让世人钦佩不已。梅贻琦在
《大学一解》中提出,教师不但要专长明晰知识的讲授，还要为学生的“修养、
意志、情绪”树立楷模，因而阐述了著名的“从游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
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
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他以不同凡响的教育智慧来指导教育工
作，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育人成果。他的这些育人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研究和借鉴。

在经过了2020年春天这场全民参与的“战疫”行动后，我更加坚信：脚踏
实地地做一个善良而又温暖的人，这就是每一位做教育的人应该给予孩子
的最好教育。

教师是劳动教育最生动的“教材”
■ 贾宪章

教育故事

我给学生“测谎”
■ 吴春晴

▲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