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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去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

改革的指导意见》，文件中特别强调：

突出德育时代性，坚持把立德树人融

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

实践教育各环节。

那么，德育如何体现时代性？教

师首先要从形象上起到良好的德育示

范，从身教上时时给学生无声的教育

影响，然后在开展主题教育、仪式教

育、实践教育等德育活动方面才能够

更好地发挥我们的德育渗透作用。

教师形象主要是指教师由外而内

呈现给身边人特别是教育对象的总体

印象。由于向师心理和教师工作特

点，教师的形象时刻在向学生传递着

教育的信息，并传递着时代对培养对

象的德育要求。教师形象的德育示范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师的仪容仪表体现德育示
范性。长相虽然已经成型，但仪容仪

表展现出气质和亲和力可以塑造。不

修边幅，不是现代教师的形象。服饰

是一种表现力很强的无声语言，直接

影响着学生对教师的亲近程度。得

体的着装可帮助教师建立美好的形

象，从而顺利地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体育教师上室外课要做体育动作示

范，最好是运动服装。物理、化学、生

物、科学等实验课老师也要考虑穿着

的便捷利落。有经验的老师会选择

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服装，有时甚至

让服装成为教学的道具。比如有位

老师在教学《装在套子里的人》课文

时，特意穿上一件黑色的长大衣，上

课时配合着课文主人公别里科夫的

动作抖动长大衣或者是拉紧衣领，这

样的穿着给课堂锦上添花，让学生记

忆深刻。

二是教师的言行举止体现德育示
范性。一位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表情和态度往往在给学生很大的

潜在影响。法国著名作家雨果说过：

有一种东西，比我们的面貌更像我们，

那便是我们的表情；还有另外一种东

西，比表情更像我们，那便是我们的微

笑。作为教师，需要严格地自我要求，

这种自我要求是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敬

畏，是对教育对象的热爱。这种严格

的自我要求存在于内心，他知道在学

校这个特定的教育现场，如何规范自

己的言行。如果一位教师有不加约束

的“自由”行为，做出自己要求学生不

做的行为来，最常见的就是平时要求

学生说文明话、做文明事、当文明人，

但自己平时就有说不文明话，有不文

明的举止，身教与言教不一致，这样的

德育示范效果可想而知。

三是教师的精神气质形象有德育
示范性。精神气质是教师形象的灵

魂，是教师由内而外折射出来的丰富

而美好的内心世界。我们常说“形象

好，气质佳”，形象气质具有个人专属

性。那么作为一名老师，应该具有哪

些基本的形象气质呢？

要有幽默感。一个有幽默感的老

师，更容易赢得学生的亲近交流，更容

易在轻松活泼中达成“育人”目标。著

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教

师缺乏幽默感，就会筑起一道师生互

不理解的高墙；教师不理解学生，学生

也不理解教师。”老师一句幽默的话，

能让沉闷的课堂因为笑声而活跃起

来，甚至让有抵触的师生关系也在笑

声中化解。幽默也能让学生感觉到老

师的思想深度。有的老师说我天生缺

少幽默细胞怎么办呢？其实只要用

心，可以每天准备一些与教育教学内

容相关的笑话、故事，适时地呈现出

来，都会让我们的德育不那么生硬，不

知不觉中让德育之花在学生内心生根

发芽。

要有激情。如果做德育工作没有

激情，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做老师。罗

曼·罗兰说：“要撒播阳光在别人心中，

总得自己心中有阳光。”于漪也曾说：

“教师心中要有一团火，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朝气蓬勃，对学生有感染力，辐射

力，只有燃烧自己，才能在学生心中点

燃理想之火。”老师在课堂上教育教学

时，平常在和学生交流时的精神状态

也在传递着强烈的信号。老师精神饱

满，激情让声音抑扬顿挫，或者是春风

化雨，学生才可能聚精会神，兴趣盎

然，从而“亲其师，信其道”。以教师的

激情带动、感染学生的激情，让德育激

情洋溢，让学生感受到生活中的阳光

和热情。

要有书卷气。朱永新说过：一个

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

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

的阅读水平。“腹有诗书气自华。”只有

读书才能保持书生意气，才能让我们

对教育教学生活保持新鲜感，并不断

地走向深入。老师一开口，学生和家

长就知道我们肚里有墨水没有。书卷

气让我们更加清新脱俗，淡定从容，沉

稳豁达。老师有了丰富的内心世界，

有了美好的精神家园，对学生的德育

示范是深刻而持久的。

要有才气。一位博学多才的老

师，一位才华横溢的老师,他的才气会

自然而然对外流露。如果一位老师在

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等方面拥有一两项

业余爱好，能达到在班级表演的水准，

当然更能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

自身的魅力。如果我们能唱一支动听

的歌，跳一曲优美的舞，写一手好字，

作一篇好文章，画一幅优美的画等。

这些才气足够让我们的教育教学锦上

添花，这些才华也能吸引和带动一些

在这方面有潜质的学生为之努力，为

学生的发展增添另外的一种可能，才

气让德育更加亲切和灵动。

有人说：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

好是废品，心理不健康是易碎品，德育

不好是危险品。我们现在都深切地认

识到：德育是学生成长的基础，教育学

生如何做人有时比教给学生知识技能

更重要。只要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

识、有仁爱之心”四有好教师的嘱托，

只要时时处处注重自身形象无声的渗

透、浸润、影响，我们的德育示范就有

可能潜移默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从而收到理想的育人效果。

从教多年，我深深感受到，无论是

以前“独生年代”，还是现今“二胎时

代”，学生都很在乎“师之爱”。偶有同

行抱怨某孩子不服教导、甚至心生抵

触走极端。我想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

学生不能感知到老师的爱。与朋友讨

论“什么是师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师爱就是教师基于教育工作形成的对

学生由心而发、由心而显的真挚关

爱。这种爱是在教育的特定场景、师

生互动中形成的职业之情，更是教师

成长中激发的人性本能之爱。师之

爱，是教育的雨露，更是学生茁壮长大

的雨露。

我坚信，绝大多数老师是由心而

发地爱学生的。“孩子渴望同周围人们

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

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

到这个目标而做出努力，他把爱看得

高于世界上任何东西；如果这种需要

得不到满足，他会强烈地感受到孤独，

感到遭受抛弃和拒绝。”马斯洛的这段

阐述，让我不禁回想起刚刚担任班主

任时的一幕幕。

作为一年级新生，孩子们第一次

松开爸爸妈妈的手，或激动地跑进校

园，或羞涩地挪进教室，甚至于流着

眼泪被拖进课堂的那一天开始，他们

必须告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时刻

呵护，在陌生学校、班级中，与我这个

全校唯一的男班主任度过一天中漫

长的时光。随后的日子里，我明显感

受到孩子们把获得班主任的爱看得

高于一切。我也尝试着与孩子们亲

近玩耍、说说笑笑、捉一会儿迷藏

……渐渐地，孩子们能和我快乐交往

了，他们可能觉得原来我这个“稀缺”

的男班主任也会给予他们关爱与呵

护，由此便有了安全感，也开始了对

我的信任→喜爱→崇拜。我发现“小

鬼们”还不时模仿我的神态语调和批

评表扬时的不同样子，家长们也说部

分孩子已将我的话奉为“圣旨”，家长

治愈淘气娃最有效的良方是“再不听

话就告老师”。

然而，当初一年级新生入学时，我

这个“愣头青”班主任却引来部分学生

的怕和部分家长的担心，个别人还去

校长那儿申请换班……我知道开学那

一个月学生和家长高度关注我，他们

从我每日的言谈举止中感受着各自需

要解开的不安与困惑，一月、一期、一

年……终于，我的师之爱让他们都把

悬着的心稳稳放下直至毕业。其实，

我就是给学生更直接的感受，让他们

感受到我的“师之爱”，进而激发他们

更大的成长动力。小学生 6-12岁，让

他们要用心体会和接受成人世界中的

那种爱之深沉、爱之婉转真是强人所

难。另外，学生背后的家长也需要了

解老师对学生的情感。如果我们不重

视学生对爱的渴求，不以外显之言行

爱学生，那他们怎能把“师之爱”传给

家长，便也很难谈及“形成教育的合

力”。

这里，不得不说到“向师性”。孩

子的“向师性”这一心理特征不是与生

俱来的，也不是在踏进学校大门之时

突然萌发的。“以心换心，以爱置爱”，

这是教师给予了“由心而显”的呵护关

爱，才让孩子们形成“向师性”。多年

的工作中，我对“师之爱”有如下理解：

师之爱是主动的。学生的向师性

是有条件的，它必须建立在学生能真

切地得到老师关爱的前提下。我们不

能想象任何人会对不愿关爱自己的人

给予持久而无私的爱，当然也就不能

苛求孩子们首先向老师表达出自己的

热爱之情。作为老师，主动关爱每一

个学生是我的职责，让他们在学校里

充满安全感，融化他们心中的忧伤、不

快：我会找到那个因父母离异而忧郁

的男孩说说话，送给他最爱的钢笔，坐

着我的自行车去肯德基大快朵颐；师

爱也会化为一种集体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比如接力赛“败走麦城”后全班一

片流涕，我会用饱含葡萄干的雪糕治

愈掉棒的“悲伤”、化解不满的指责

……

师之爱也是直观的。小学生处于

6—12岁的儿童时期，他们的认知理解

直观形象，认识事物多是眼睛看、耳朵

听，那些具体、直观的事物容易被孩子

们接受并认识理解。因此，师爱必须

是孩子们能看得见、听得到的：当我走

到被小刀划破手的孩子跟前，如同父

母般心疼他、鼓励他，小心为他包扎

时，那调皮的泪珠会在眼圈周围打转；

当我抚摸不敢发言的孩子低埋的头

时，他会感觉到老师的手是那么的温

暖、坚强……班务管理中，我会定期给

孩子写信，肯定优点、提出希望；孩子

有进步，我就给学生“送喜报”“发喜

讯”，或者告知家长孩子的进步；每逢

节假日，我还要为学生准备礼物、书写

祝福……我希望，我的每一句话、每一

个眼神、每一个表情，都能最直观地向

孩子们表达我的师爱；我希望，这份真

真切切的爱就是孩子进步成长的内在

驱动力。

师爱是教育的雨露，它会沐浴学

生在教育的园地里茁壮成长。作为

老师，我们在学生跟前的一举一动、

一颦一笑都能生动诠释师之爱意，这

种爱令学生温暖自信、乐于奋进，更

令家长感动安心、乐于支持。积极心

理学认为，学生内在的积极力量得到

培育和增长，其消极方面就能消除或

抑制。我相信，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所

蕴含的师爱，能激发学生外显和潜在

的积极力量，由此产生内心的积极体

验；能培养学生个体和集体层面的积

极倾向，构建积极的班级组织氛围；

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情绪，培养学生

积极的人格特质，从而引导他们健康

幸福地成长。

我相信，师爱的力量。

如今的学生，遇到问题并不轻易

表露出来。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

师生对话呢？日记就是很好的沟通

桥梁。

从事语文教学多年，我认为让学

生坚持写日记是提高作文能力必不

可少的环节。学生每天把自己遇到

的问题写在日记本上，教师通过阅读

日记和写批语与学生进行“心灵对

话”。当学生看到老师充满关爱的

“心灵寄语”时，内心就会产生一股暖

流，生成一份激动，流露出一种感激，

形成一股上进的动力，这就是由于对

话产生的学生“精神的转变”，进一步

激发了学生的写作欲望。

在教学中，我一直把日记作为自

己与学生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也看

作是了解学生心灵的一个窗口和增

进师生情感交流的纽带。同时，日记

也是教师在教育教学中自我比照的

一面镜子。

一个学生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

偷别人东西后很后悔的事。我在这

篇日记的后面写道：“‘偷’虽然是一

种可耻的举动，但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并能改正错误却是一种高尚的行

为。”当学生看到评语后，悄悄找到那

位同学诚心诚意认了错。所以，就这

一点拨立刻使学生改正了错误，也消

除了学生的心理阴影。

另一个学生在日记中写道：“老

师，我是班里一名差生，我也想进步，

也想做个好学生，但有时我管不住自

己，还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老

师，您能帮助我吗？”我在他的日记后

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读了你的日记，

老师很高兴，因为我从日记中看到了

你的自尊、自强。我非常愿意帮助

你。我有一个想法，以后咱班每月评

一次‘进步奖’，希望你能以此为努力

目标，严格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如

果你这样做了，老师相信你一定会不

断进步，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学

生。”亲切的语言和学生精心设计的

前进目标，使这个孩子产生了积极进

取的动力，增强了改掉缺点的信心。

后来，他在学习、纪律等方面都有很

大的进步，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

评，第一次评比就得了“进步奖”。

为了更好地发挥日记的教育作

用，我不仅对学生日记所记叙的事进

行评论和指导，还结合日记对学生日

常学习及生活作点评：“你的字很漂

亮，作文写得挺棒。老师知道在你优

秀成绩的背后，一定付出了不寻常的

努力。许多人在追赶你，你可不能松

劲啊！”这段话，既促进了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又对学生近段时间的学习松

散提了醒。师生间的“心灵对话”，增

进了师生间的情感，使学生与老师的

心贴得更紧，达到了激发学生自我教

育的效果。

从一篇篇学生日记中，老师听到

了学生的心声，学生也从老师写给

他们热情、语重心长的评语中，体会

到老师对他们的友好、尊重、理解和

期望。老师的爱心换来了学生进步

的信心；老师的真心消除了学生的

戒心；老师的热心、诚心赢得了孩子

们向真、向善、向美的一颗颗纯真的

心。

日记可以让师生平等“对话”，

心灵“对话”，情感“对话”，它是教育

学生的一种手段，更是融洽师生关

系、沟通师生情感的一条途径。用

日记的方式与学生交流，让“师生对

话”轻如丝丝细雨、柔若习习春风、

好似涓涓细流滋润学生的心田。在

教学实践中，我们通过饱含爱心、耐

心和细心的“心灵对话”去拨响学生

的心弦。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让

校园成为学习知识的场所，更应成为

师生“对话”的乐园、精神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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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树德中学博瑞实验学校 江武

师师之之爱爱
教育的教育的雨露雨露

■ 成都市成飞小学 陈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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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
■ 广元市利州区嘉陵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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