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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师者，人之模范也。要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首

先教师必须成为极具个人魅力的德智

体美劳全素质智慧型教育者，全素质智

慧型教师能有效提升教育效果，是教育

高质量发展进程的迫切需要。

在现行学校教育制度下，教师是影

响孩子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对

于农村家庭的孩子，阅读习惯相对更

弱，理想信念的形成、对客观事物的认

识、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正确的思维

方法等更多依靠周围的人文环境，教师

的模范作用更为重要。教师具体形象

的“范”比抽象无形的“理”更能入脑、入

心，以身作则产生的实效性远大于说理

论道，德智体美劳全素质智慧型教师就

是一本行走的生动教材，用自身魅力吸

引学生、改变学生、影响学生。

一、修德是成为全素质智慧型教师
的首要任务，德是教师个人魅力之魂。

德者，才之帅也。基础教育阶段是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关键时期，目前，学校的道德教育

多是定义式的讲道理，这种方式的结果

是仁、义、礼、善的道理大家都懂，可碰

到现实问题时往往需要法律、规章制度

来强行规范人们的行为，可见讲道理并

没有有效激发人道德践行的内在驱动

力。在道德教育中若教师自身对道德

精神有所追求，对善有所信仰，有坚定

的理想信念，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对真诚、公平、平等、正直、友善等美好

德性有深切的认同，并在实际生活中躬

身力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按照心理学规律，观念可以相互“吸

引”，一种精神能引来类似的精神，一种

信仰能引发类似的信仰。教师切身的

体验和感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打动

学生心灵，给学生埋下良德的种子，切

实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二、增智是成为全素质智慧型教师
的基本要求，智是教师个人魅力之基。

教师所应当具有的智能主要包括

扎实的专业知识、广博的见闻学识和深

邃的思想理念。

具有扎实专业知识的教师在课堂

上总是游刃有余，洒脱自如，深入浅出，

把传授科学知识的过程变得轻松自然，

让学生轻松学习、享受学习，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具有扎

实专业知识的教师总是能把知识讲解

透彻，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环环相扣，

能把学生紧紧吸在他的“套路”里，教师

的学问越深，越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求知欲、勇于探索的精神，唤起学生渴

望获取知识的内生动力。

广博的见闻学识是教师自身层次

升级的第一阶梯，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只

有教师的知识面比学校教学大纲宽广

得多，他才能成为教学过程的精工巧

匠。一方面，具有广博见闻学识的教师

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去分析和解

决问题，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

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比如数学、物理、

化学之间常常紧密联系，理科教师除了

通晓本专业外就需要跨学科知晓，再

如，若理科老师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课

堂语言一定会更丰富优美，严谨枯燥的

理论知识在华美辞采下变得妙趣横生，

学生自然容易理解、印象深刻。另一方

面，世界的丰富多元性，不同学生兴趣

爱好的差异性，甚至同一学生兴趣爱好

的广泛性，决定了只有博学多才、见多

识广的教师才能满足更多学生的更多

需求，有时候教师在学生心里留下的烙

印也许正是其在课外某一方面的独到

见解，拉近与学生距离的可能刚好是在

他兴趣爱好里某个问题上的共识，为学

生树立起自信的也许恰好是对他兴趣

爱好的理解或认可，让学生肃然起敬的

或许就是在他想知晓的领域里教师的

侃侃而谈。

深邃的思想理念是智慧的主要体

现。拿破仑说“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

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

想手下”，社会需要有精湛技能的人才，

时代更需要有远见卓识的栋梁之才。

学而不思则罔，有思想的教师能启发学

生去思考，思考才能产生思想，有思想

才有高度，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有思想

的教师能高瞻远瞩，引导学生立足全

局、立足长远，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谋划未来。

三、“体美劳”是全素质智慧型教师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个人魅力的外
在表象。

从功能价值上看“体美劳”并不像

“德智”那样直接促进学生成才，却是我

们人生中所需的一些重要精神品质的

练就方式，健全人格，成全个人魅力。

一个有运动习惯的教师带给学生的是

体型健美的视觉享受、生气勃勃的感染

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激励，让学生对身

强体健有高度认识，对运动场上驰骋的

朝气、挥汗的毅力、多巴胺升高的快乐

有所享受；各运动项目都有其既定的规

则，一个懂体育的教师能教会学生适应

规则、遵守规则，教给学生“如何在规则

的约束下赢、如何体面有尊严的输”的

人生智慧。

美观、颜值已是当下大众所需，审

美能力已成为日常的一种基本能力，一

个具有审美能力的教师一定衣着服饰

大方得体、时尚美观，从外在让学生赏

心悦目。当然，不止于此，周国平说“任

何对美的享受都有赖于一颗澄明的

心”，一个能认识美、体验美的人，本质

是有一颗美好温润的心灵，一个“晴天

时爱晴，雨天时爱雨”的心境，所以一个

知美懂美的教师能以高雅的审美情操、

热情的生活态度、崇高的思想感情给学

生以健康向上的精神品质的熏陶，让学

生学会感知自然、文学、艺术以及社会

事物中蕴藏着极致的美，而后达到享受

美、创造美的美育目的。

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劳动教育的

核心是培养学生吃苦的精神，这个苦当

包括人生中所有的苦难和不令人愉快

的体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

心志，吃苦是人生的必然历练，每个人

都当具备接这招的能力，总书记讲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奋斗就是努力劳动的过

程，一个热爱教育事业并不辞辛劳为之

奋斗的教师就是一个崇高的劳动者，本

身就是劳动教育的典范。

当德智体美劳在一个教师身上都

有很好体现的时候，教师便能成为那道

魅力四射直抵学生心底的光，迎着光学

生自是亲他、信他、尊他、敬他，“亲其

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

其行”，获得学生“芳心”的教师能以最

大效益完成传播知识、传播理想、传播

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

教育使命。

“和为贵”一语，出自论语：“礼之

用，和为贵。”意思是说礼的运用，以

和为最重要，以和谐为目标。中华文

化十分重视“和”的价值和作用，认为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关但不相

同的事物协调并进，促进事物向前发

展。由此我想到，指向核心素养的课

堂改进，也应当把“和”作为一个重要

原则，既重视新课程改革积极倡导的

显性元素，又不忽视那些虽然没有倡

导但依然具有教育意义的隐性元素 ，

自觉打造和谐丰富的高效课堂、素养

课堂。

课堂改进坚持和为贵，应遵循和

而不同的原则。当下,很多老师对教育

现实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以“傲

慢”的姿态鄙视那些为学生考试提分

的人。其实，在这个文凭还是进入社

会的重要敲门砖的时代，一个老师如

果罔顾家长期盼孩子考出更高分数、

考入更好大学这一基本愿望，恐怕算

不上是一个优秀的老师。如果说，培

育核心素养是“好的教育”，那么，培

养应试能力至少是“对的教育”，两者

在教学实践中是可以并存和兼容的，

那些在培育核心素养的同时培养学生

应试能力的教学，家长与学生，学校

与社会更欢迎！因此，我们要坚持和

而不同的原则，超越素质与应试二分

法的简单思维方式，认识到“没有成

绩，过不了今天；只有成绩，过不了明

天”，对课堂改进进行“价值合理性”

和“现实合理性”的双重观照；同时，

回到复杂的教育现场，积累实践智

慧，既重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又

关注学生考试能力的提升，追求“成

绩”与“成长”携手并进，“育分”与“育

人”有机融合，让课堂改进在“诗和远

方”的引领下，贴近“粗糙的地面”坚

实地前行。

课堂改进坚持和为贵，应遵循无

过无不及的原则。当前，课堂教学中

存在一个普遍倾向，就是教师热衷于

学生讨论，课堂上同学之间的相互讨

论太多，而学生的独立思考不足，导致

课堂“动”有余而“静”不足，“议”有余

而“思”不足，“学”有余而“悟”不足，违

背了无过无不及的原则。帕尔默在

《教学的勇气》中指出，课堂“这个空间

应该是沉默与争论并存的”。这里的

沉默，指的不是消极应付的“发呆”状

态，而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灵敏的

寂静”，是学生积极参与的“思考”状

态。它是学生深度学习的一种重要媒

介,是学生内心世界工作的美好环境。

实践证明，学生要议得深刻，议得全

面，议得准确，离不开学生思得安静，

思得专注，思得深刻。因此，课堂教学

改进中，我们要防止过犹不及，自觉

纠正热衷于“浮华”和“喧嚣”的形式

主义倾向，合理安排课堂教学环节，

让课堂既成为学生讨论的对话场所，

又成为学生沉思的精神家园，从而实

现课堂教学的动静平衡，议思结合，

学悟统一。

课堂改进坚持和为贵，应遵循尽

职尽责的原则。当前课改中，以学为

本，以生为重，让教于学，少讲多学，已

成为中小学课堂改革的一种时尚和潮

流，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有助

于纠正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一讲

到底的教学失和状态，有助于推进育

人方式改革，彰显学生主体地位，把

学生积极参与和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调

动起来。但我们不能以“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为借口，把“学生的自主学

习”错误理解成为“学生自己在学

习”。其实，在素养培育活动中，无论

是“为何学”“学什么”，还是“怎么学”

“学会了没有”，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

都离不开教师的指导和帮助。离开了

教师，学生学习的深度和高度，学习

的效率和品质，都会大打折扣。因

此，教师作为“平等对话中的首席”，

必须防止教学渎职，要自觉发挥“教”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做到既主导有

力，又主导有方，做好学生学习的指

导者和成长的引路人。任何时候都不

能因为强调学生的“学”而忽视自身

的“教”，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教师

与学生携手共进、主导和主体平等对

话和谐课堂。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博尔

提出一个基本原理：与真命题相反的

是假命题；但与一个深刻真理相对立

的，可能是另一个深刻的真理。这句

话给我们的深刻启发是，课堂是一个

丰富的存在，课堂改进不应采用割裂

的、片面思考问题的方式，厚此薄彼、

顾此失彼地简单对待，而应该以和的

思想为指导，善于整合各种有价值的

教育元素，学会守正创新，协同育人，

在对立中协调统一，在差异中包容发

展，只有这样，我们的课堂才能告别单

调虚空，走向结实有力，进而拥有更加

丰富的育人力量。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
教师）

开学典礼是新学期不可或缺的重

要仪式，其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一

直以来，开学典礼在内容与形式保持一

种固定的模式与程序，内容上首先是升

旗仪式；其次是校长寄语，总结过去，展

望未来；最后布置本周工作，强调重

点。形式多是一人台上讲，众人台下

听。

开学典礼本旨在提振全校师生精

神，激发大家以积极昂扬向上的状态迎

接新学期的校园生活。但是固定的内

容与程式化的形式，很容易造成一种

“审美疲劳”，师生的参与度大大减弱，

效果大打折扣。如何提升开学典礼的

育人效应，不妨从下面三点着力。

首先，开学典礼要体现“生活味”，

结合时令季节特点，紧扣社会生活的焦

点、热点时事新闻，厚植学生的家国情

怀。以春期开学典礼为例，师生刚刚过

完春节，与春节有关的话题大多能够勾

起满满回忆，可以从春晚、拜年、红包以

及春节精彩电影等内容，切入某个话题

谈开去，带给师生思考和启发。譬如，

春节影院热映的《你好，李焕英》切入梦

想主题，激发师生新学期追梦。这个春

节发生很多具有正能量的热点时事新

闻，像河北石家庄抗疫、4名解放军官兵

在中印边境牺牲等，都是培植学生家国

情怀的好素材。此外，热点时事新闻也

是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的教育和理想

情操熏陶的绝佳素材。内容贴近现实

生活，自然容易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

此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心家事、国事、

天下事。

其次，开学典礼要体现“故事味”，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故事形式呈现，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培养认真倾听和思考的

习惯。开学典礼上的发言不能像会议

上讲话和宣读文件精神一样，过于刻板

严谨程式化，否则容易让学生乏味疲

倦，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身在曹营心

在汉”。众所周知，学生喜欢听故事，因

此应尽量避免发表长篇累赘、枯燥乏味

的大道理，要把想要表达的思想蕴藏在

故事中，让学生去顿悟。比如，前文提

及关于春节主题、时事新闻、热点话题

等尽量用故事形式呈现，适当运用讲述

技巧，或巧设悬念，或一波三折，或欲

扬先抑，或烘托气氛，或适时提问；再

辅之以恰当的肢体语言，讲述者自己注

入情感，力求声情并茂。这样的讲述引

人入胜，能够牢牢吸引住学生的注意

力，让他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容易

触动情感，思想受到洗礼，精神得以升

华。开学典礼要讲好的故事，善于讲故

事，让学生在聆听中，自我思考与领

悟，实现“不讲而讲”，润物无声的育人

目的。

最后，开学典礼要体现“儿童味”，

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设置互动环节，激

发学生的参与度，增强主人翁意识，培

养自我管理能力。这里的“儿童味”指

开学典礼要有儿童立场和儿童视角。

开学典礼的主角不是校长和教师，而是

学生。我们不要小觑学生的能力，无论

是初高中学生，还是小学生具有一定的

策划组织能力。可以进行开展调查，了

解学生的想法，问问学生喜欢怎样的开

学典礼，可以增加哪些环节，以什么形

式进行。随后，收集整理不同年段学生

的意见和想法，选择恰当的内容与形式

进行组合，打造别样的开学典礼。上述

工作，不是德育办和大队部全包全揽，

而是放手让学生去实施操作，教师只是

提供指导和帮助，解决学生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很好地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培

养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主人翁意

识。譬如，有的学生提出增加抽奖环

节，针对全校学生设置若干奖，奖品可

以是红包（希望寄语卡片）、童书、钢笔，

甚至一个水果。这样能够激发学生积

极参与、深度融入，在新学期振奋精神，

“不待扬鞭自奋蹄”。还有的学生提出

邀请优秀家长代表参加开学典礼，讲述

孩子成长故事，既为其他学生树立了榜

样，又激励学生做更好的自己，实现了

家校协同育人。

开学典礼需要保留必要环节，在内

容与形式上做文章，努力体现生活味、

故事味、儿童味，才能成为学生的喜爱

与向往，起到应有的育人作用。

（作者系屏山县学苑街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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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江
市
教
育
局

刘
欢

课堂改进应坚持“和为贵”
■ 许大成

▼

开学典礼
应具有“三味”

■ 张道明

蒲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