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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誉，市无信不

兴。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

人最为崇尚的品质，是立国、立业之本。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为将诚信美

德更好地发扬光大，必须坚持诚信教育从

娃娃抓起，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

性，扣好广大青少年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一、优化诚信育人环境，以境育诚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孩子在

他周围——在学生走廊的墙壁上，在教室

里，在活动室——经常看到一切，对于他

的精神面貌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环境

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学

校是学生最经常、最主要的生活、学习环

境。因此，加强校园道德氛围建设，优化

诚信教育的环境，才会使学生在思想上

受到启迪，情操上得到陶冶，从而使其诚

信品质得到升华。首先，要加强校内诚

信环境建设，做到校园时时处处洋溢着

诚信道德的生机。其次，要加强薄弱环

节教育，学生寝室是学生心理上比较容

易放松的地方，尤其要重视学生寝室的

诚信道德管理和诚信道德教育，加强“慎

独”教育，使诚信道德教育触及到学生生

活的每一个方面。再次，要营造良好的

诚信道德教育舆论环境，利用校园广播、

板报、校报、网络等校园媒体，用诚信的

舆论引导人，用诚信的榜样鼓舞人，用诚

信的作品教育人，用诚信的事迹激励

人。同时，加强校园周边软硬环境建设

和校区周边综合治理，肃清各种不道德

行为。

二、打造诚信教育队伍，以师范诚
俄国教育家乌中斯基说：“在教育中

一切都应以教育者的人格为基础，因为

只有人格才能影响人格，只有性格才能

形成性格。”诚信教育关键在教师。教

师的言行会成为学生效仿的典范，教师

的一举一动影响着学生的成长，教师的

人格素养越高，其榜样作用就越强。开

展诚信教育，教师应以身立教，以德育

德，以行导行，用爱和诚感染、引导学生，

树立诚信的榜样，时时处处以崇高的人

格魅力感染学生、教育学生、激励学生。

首先要做到平等诚心听真话，鼓励学生讲

心里话，用自己的语言讲话，不讲大话，讲

真话实话。其次要情理交融讲真理，讲党

的方针政策，讲制度纪律，不能言不由衷，

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放进去，有个人的创见

和感受，让学生感受到教师讲的是真心

话。再次要言行一致做真人，保持良好的

师德，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使学生通过

教师的人格榜样体会“真”的高尚、“假”的

渺小。

三、强化诚信课堂教育，以理倡诚
课堂是教育实践的主要场所，课堂教

学是学校德育教育的主渠道。教师要主

动地、有意识地将诚信教育渗透到学科教

学中，将诚信教育渗透到课程教学中去，

把有关诚信方面的名人名言、代表人物、

历史典故等灵活地编入到德育课程中

去。要善于抓住时机，结合教学内容，将

诚信教育有机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之

中，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品质。要坚持

其他学科渗透诚信教育，有意识地引导

学生去挖掘、去发现、去领悟，做到时时

处处讲诚信。如在语文教材中《狼来

了》、《诚实的孩子——列宁》等都是脍炙

人口的诚信教育经典之作。历史教材中

凡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起过促进作用的伟

大人物无不是诚信的典范。自然科学的

每一项发明或发现，无不是科学工作者

求真务实、不懈探索的结果，让学生在教

学活动中潜移默化，接受诚信的熏陶，在

不知不觉中树立诚信理念，立志做诚信

之人。

四、深化主题实践活动，以行践诚
实践性是道德与一般知识的主要区

别，是品德形成的关键。品德的形成需

要道德主体通过长期的实践体验，将道

德知识、道德原则内化为自我的一种内

在需要、内在信念而逐步形成为自我的

道德情感，落实到道德行动之中。学校

要结合学校自身的特点，广泛深入地开

展以诚信为主题的系列学风教育活动，

营造良好的诚信道德氛围，强化学生的

诚信道德素质。积极开展诚信道德建设

的多种实践活动，经常性举行以诚信道

德为主题的活动，诸如名家讲座、名人访

谈，观摩有关诚信的电影、演讲、征文、辩

论等系列教育活动；在师生中树立“重信

誉、讲信用”的榜样，实施“诚信榜样带动

工程”，影响、激励他人，使之行之有效。

让学生深切感受诚信与成功、失信与失

败的关系，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与情感，

激浊扬清。

五、健全诚信评价体系，以评促诚
人的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是一

个从道德他律逐渐走向道德自律，最终

实现主体对道德自由把握的过程。所以

在诚信教育中，一方面教育者要有足够

的耐心，坚持长期开展教育活动；另一方

面要促使学生自律，自觉养成诚信的习

惯。这就要求学校制定一套较为完善的

学生诚信监督评价体系，将学生的日常

行为和各阶段的诚信状况纳入评价体系

之中，以便给予及时的、系统的教育与引

导，做到监督护诚。要制定《学生日常行

为诚信守则》，使学生有规可循、诚信状

况有据可查。要制定学生诚信状况评

估条例，定期对学生的诚信状况进行评

估，对学生诚信状况进行量化并分出相

应的等级。要制定诚信赏罚制度，将评

估结果与赏罚机制联系在一起，与评优

评奖挂钩，使学生明辨是非，坚持诚信

行为，克服失信行为。要建立学生诚信

档案，将其每个阶段的诚信评估结果及

赏罚情况记入档案，以便教师能及时了

解每个学生的诚信状况，开展针对性教

育，从而使整个教育过程具有系统性和

连续性。

“看不懂”这三个字在学校里使用率

是非常高的，不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

常使用，教师与教师之间也经常使用，例

如：老教师“看不懂”青年教师，普通教师

“看不懂”名优教师。按理说，“看不懂”

是一个中性词，表达的是一种状态或者

判断。但是，若将“看不懂”附加上其他

含义，附加上某种情绪的成分，性质就不

一样了。

在教师与教师之间，将“看不懂”附

加上其他含义，影响学校工作生态的现

象是存在的。

少数教学与科研能力突出，且在区

域教育中影响力极高的名优教师，在受

到全校大多数教师佩服的同时，也受到

排挤的现象并非个例。部分教师看到别

人比自己强，偶尔会在公共场合用“看不

懂”表达自己的嫉妒，让教师的工作生态

变得不太和谐。也有极少数教科研成绩

突出的教师，常用“看不懂”普通教师表

达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在某种程度

上不仅是自傲的表现，也对教师成长共

同体的构建造成了不利影响。

活力四射的青年教师，让部分老教

师产生了年龄上的危机感。由于青年教

师与老教师成长在不同的时代，思想及

行为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不奇怪，但

若老教师常用“看不懂”表达对自己年龄

的无奈，不去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会降

低青年教师对学校的归属感。青年教师

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敢闯敢拼，在信息技

术使用等诸多方面要优于老教师，若因

“看不懂”老教师的循规蹈矩及对新事物

不敏感，刻意与老教师保持距离，对自身

成长是非常不利的。

若管理干部与广大教师之间也用

“看不懂”的心态去审视对方，学校的管

理生态一定是消极的。校长及中层干部

总是“看不懂”普通教职工，说明自己的

管理理念或工作方法可能出了问题，当

教职工们以消极的方式应对学校管理

时，就会出现让管理人员不满意、“看不

懂”的地方。若教职工总是“看不懂”管

理干部，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领导对

教师要求太高，脱离了教职工实际；二是

校领导不太注意倾听教职工的意见，教

职工看到学校出现问题却无能为力，只

能用“看不懂”表达对学校的担忧。

当“看不懂”被附加了不应有的含

义，并在教师之间经常使用时，教师之间

的关系会变得疏离，学校的工作生态走

向被动，而被动的校园生态不可能让学

生受到好的教育。

学校的工作生态是由不同的教师个

体及群体构成的，每个教师个体及群体

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特色，也会有

让其他人难以“看懂”的地方。当别人优

于自己时，尽量去读懂对方，并以对方为

榜样，让自己成长得更好。切不可用“看

不懂”表达对他人的嫉妒，更不可用“看

不懂”破坏教师之间和谐共生的工作生

态。只有在相互欣赏、相互取长补短的

生态环境中，才能让每个教职工百花齐

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地幸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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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诚信文化 建设诚信校园
■ 巴中中学 赵晓菊

一、革命传统教育现状
革命传统精神是我党领导全国

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

义祖国建设初期和现代化事业建设

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先

进文化的代表，是国家繁荣、学校发

展和个人成长过程中不竭的精神动

力。

当前，革命传统教育在各中小

学开展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

以下方面：将清明祭扫烈士墓等同

于革命传统教育；革命英雄形象淡

漠，缺乏精神信仰；自我为中心，在

学习和日常生活中缺乏集体意识；

农村留守学生心理问题突出，抗挫

折能力差；“劳动为美、节约为美”的

价值认同不强；依赖父母，独立性

差；学校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式单

一，部分学生在家长的带领下参观

过革命纪念地；革命传统教育仅限

于部分学科的渗透，个别教师认为

新时期再谈革命传统教育价值不

大，稍显“过时”。根据问卷调查、访

谈和资料查阅，我们发现，革命传统

教育在部分中小学教育过程中处于

短板状态。

二、革命传统教育短板原因分
析

（一）教育内容与时代精神脱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革

命传统教育是卓有成效的，但也应

承认，过去在教育中确实存在着某

些失误和片面性，比如片面强调吃

苦精神和艰苦奋斗；只强调集体和

社会的重要性，要求个人无条件服

从集体和社会，忽视、淡薄人的主体

意识和自我意识。新时期的革命传

统教育应依据新的时代精神有所调

整，其教育内容必须与时代要求相

一致，贴近生活。

（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冲
击

一个人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

后天培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有效

的、全社会相一致的革命传统教育

才能促进人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的

形成。但反观现实：学生在学校接

受的是纯粹的革命传统理论教育，

有的家庭和社会教给他们的又是利

己主义的实惠教育和追求利益回报

的商品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和社会教育“各吹各的号，各念各的

经”，三者不仅没有形成合力，有的

相互矛盾、相互抵消，正如人们所说

的“学校五日功，家庭两日冲，社会

五分钟”。

（三）教育方法与教育对象的身
心特点不符

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在日常

教育教学过程中，教育方式方法和

手段策略的运用需与学生的学段特

征和身心发展规律保持一致，大学

生、高中生和少年儿童在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时应区别对待。由于缺

乏对战争年代艰苦生活的体验，部

分教师对革命传统的理解仅停留

在理论层面，导致其无法深层次地

对学生进行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

教育，更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地

制宜，于是出现了我们看到的，用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

式来教育少年儿童，脱离少年儿童

的生活实际和认知水平，使他们无

所适从。

三、少先队活动的革命传统教
育实践策略

（一）挖掘本土红色英雄，树立
中队精神偶像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认

为：个体从动作的模拟到语言的掌

握，从态度的习得到人格的形成，均

可以通过对榜样的观察和模仿加以

完成。本土革命英雄因是家乡名

人，作为精神偶像更能引起少年儿

童的亲近的心理认同。达州是川陕

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

遗址众多，革命英雄辈出。本研究

立足于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发展基

础，依托区域红色资源，充分挖掘本

土革命英雄事迹，选择了中国共产

党最早的党员之一王维舟；共和国

名将张爱萍、陈伯钧、向守志，魏传

统、李中权、刘新权、王文模、王定

烈、瞿道文；三烈士戴治安、牟永大、

赵明恩等红色人物，结合新中国成

立六十周年评选的“双百”人物，为

少先队中队命名，创建“英雄中队”，

树立精神偶像。

（二）优化环境，营造浓厚的革
命传统教育氛围

革命传统教育离不开环境熏

陶，学校和少先队组织应调动一切

积极因素，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优

化校园环境和中队环境，促进革命

传统观念的形成。如在校园环境

内，可以利用红领巾广播站、校刊、

图书室、宣传栏等阵地，大力宣传革

命传统思想，热情讴歌革命英雄和

先进人物事迹，若条件允许，还可在

校园内适当位置塑立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等革命导师和领袖像，营造革命传

统教育良好的外部环境。中队组织

内，辅导员和中队全体成员要共同

讨论制定英雄中队的创建目标、整

体实施方案及长短期计划，设计具

有针对性和激励性的中队誓言作为

行动口号，确定后粘贴在教室内，指

导具体落实。因教室是全体队员学

习和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可在教

室内开辟“英雄专栏”，悬挂或粘贴

英雄像、英雄格言和英雄典型事迹，

让全体队员在耳濡目染中时刻受到

革命传统启迪；还可设置“班级英雄

角”和“雏鹰争章园地”，激励全体队

员乐于奉献、关心集体，争当班级英

雄。

（三）抓住时机，开展丰富多彩
的革命传统教育实践活动

少先队的生命力体现在实践活

动中，有效的革命传统教育也得依

靠实践活动，少先队组织可利用重

大节日或纪念日，如清明、五四、七

一、八一、“一二·九”等节日，抓住时

机，开展系列实践活动，培育革命传

统情感。

首先，举行“英雄中队”命名授

旗仪式。仪式能够增进个体的心理

认同。“英雄中队”的创建必须高度

重视命名活动仪式。学校大队部可

选择在十月十三日入队日举行英雄

中队集体命名仪式，确保仪式的庄

严、严肃和纪念性，比如各中队还可

以在校园内种植该中队的纪念树。

其次，开展“红领巾与英雄同

行”系列实践活动。聘请英雄亲人

或后人担任兼职辅导员，举行英雄

亲人见面会。长期开展“红领巾心

向党”寻访活动，英雄事迹寻访活

动，与优秀党员和模范手拉手活动。

最后，开展“红色”行动，弘扬革

命传统。学校少先队组织应根据队

员的特点和本校实际，利用红色资

源，开展丰富多彩的革命传统教育

实践活动，如观看“红色影片”《地道

战》《地雷战》等；阅读“红色书籍”

《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唱

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红

色歌曲；举行征文活动，开展“红领

巾心向党”绘画赛以及课本剧创作，

让学生在情景中感受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

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及活动发

生地的遗址、遗迹，是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

达州市红色遗址众多：列宁街、万源

保卫战战史陈列馆、宣汉王维舟纪

念馆、张爱萍故居、红军标语石刻碑

林等，学校可精心组织各种形式的

参观、瞻仰活动，丰富少年儿童的革

命传统认知，增进革命传统情感，弘

扬传统精神。

创建“英雄中队” 弘扬革命传统
——基于少先队活动的革命传统教育实践研究

■ 达州市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李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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