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

调：“广大青年要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

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明确要求，启示我们要

站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

的高度，自觉反思和审视当下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现状和问题，更新理念，脚踏实地，开拓

进取，努力实现价值观教育从“知道”走向“践

行”的实践创新。

◆问题审视：把核心价值观当作知识来

记诵

当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虽然“教育”了，

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很多时候还停留在

学生“知不知”的层面上，主要原因有——

教育主体的外在化。重视宣讲中的口头

“说明”，忽视实践中的行为“证明”。少数老

师热衷于在口头“宣讲”，在教室“张贴”，缺乏

人格教化，缺乏精神感召，学生很难心悦诚

服，教育的效果微乎其微。

教育内容的浅表化。重视价值观的表面

“意思”，忽视价值观的深层“意义”。一些老

师照本宣科，抽象空洞，无血无肉，苍白乏力，

这种浅表化教育，“遮蔽”了价值观“照亮”学

生人生的光芒。

教育方式的硬灌化。重视价值观的“现

成”讲授，忽视价值观的“生成”体验。一些老

师硬性灌输核心价值观，导致学生在消极被

动中机械接受，没有感知和体验，没有理性和

激情，没有质疑和认同，没有生成和生长。

教育评价的简单化。重视价值观的言语

“表达”，忽视价值观的行为“表现”。一些老

师根据背诵的“熟练”和“流畅”的程度进行

“量化”打分，导致价值观教育“知”和“行”脱

节，理论和实践分离。

◆理念引领：把核心价值观作为信念来

践行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实践创新，需要我们吸收借鉴当代价值观教

育的理论成果，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立足学生

的成长需求，坚持先进的理念引领。

以“身”体道 。教师是核心价值观教育

的主导力量。教师在行为中“隐含”的价值观

比口头上“宣讲”的价值观更能深刻影响学

生。应以“身”体道，身体力行，把价值观教育

落实为一种教育教学的规范，转化为一种人

格感召，升华为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无

痕教育。

以“境”融道。现实生活是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真实场域。苏霍姆林斯基说，人所需要

的信仰和情感都是不能命令的，但能在真实

的生活情境中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中被

人欣然接受和认同。要立足真实生动的生活

场域，精心构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以“动”生道。学生活动是核心价值观生

成的主要途径。要引导学生以探究的方式展

开价值经历，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价值澄清，以

辨认的方式进行价值选择，在此基础上，促进

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并践行。

以“行”评道。自觉践行是评价价值观教

育成效的根本标准。评价过程中，不能只看

学生是否简单记住内容，而要看学生是否把

核心价值观转化成为行事方式，变成日常性

的对待事物的信念和态度。

◆实践创新：创设学生坚信和践行核心

价值观的美好环境

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创新，“要”在示

范引领，“难”在开拓进取，“贵”在尊重规律，

“重”在脚踏实地。

重视示范引领，提升教育教学的人生境

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想把学生培养成为

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

人。”一位优秀的教师，就是一部引领学生践

行核心价值观的鲜活教科书。因此，在核心

价值观教育中，教师要提高思想修养，自觉修

心修为，要融注积极的情感体验，表达坚定的

信奉态度，让学生感受到温暖，触摸到心跳，

感悟到教师的价值坚守和精神引领,从而发

挥自己的示范效应和感染力量。

创新教育内容，开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

隐性课程。教师一方面要表达意图，大张旗

鼓、理直气壮地讲清道理。另一方面，要开发

“隐性课程”，自觉创设浸润核心价值观元素

的生活化情境，主要表现在：隐于学生生活。

如体现民主精神的班级选举，“无人监考”的

诚信活动，协商对话的座位排列，充满仪式感

的升旗活动，“今天我值日”活动等等。隐于

社会实践。如参加革命老区的社会实践，观

看体育比赛，组织爱心捐助的慈善活动等。

隐于传统文化。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等，具有很强的感召力，能强烈引发学生

对核心价值观的“共鸣”和“认同”，成为涵养

核心价值观的宝贵资源。

改进教育方式，实施“感知—探究—领

悟”的体验模式。改变“听讲—记忆—背诵”

的记诵型模式，实施“感知—探究—领悟”的

体验模式。为了引导学生感悟“平等”“公正”

“诚信”“友善”等内容，可举行“班级公共电话

怎样使用才能共赢”主题班会，结合同学们的

切身体会设问：你在打电话时，想打多长时

间？在同学们表达了“想打长时间”的真实

感受后，教师再引导学生思考，假如其他同学

也这样想怎么办？如何让每一个同学的“想”

在学校规定时间中都变成现实？这件大家认

为可以随意处置的小事，对我们践行核心价

值观有何启发？在这项活动中，教师创设了

平等、宽容和理性的对话空间，积极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积极思考，直面内心的价值冲突，

在反省升华和感悟中修正和调整自己的价值

理解，有效地引导学生体验和认同核心价值

观。

优化评价方式，践行基于行为改进的表

现性评价。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改变单凭“熟练背诵”为标准的

“表达性评价”，实施基于行为改进的“表现性

评价”。要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评价方式，如

“示范式评价”，引导学生“向英雄学习，向前

辈学习，向榜样学习”。这些“英雄”“前辈”

“榜样”是人格化的价值观，能产生道德力量，

通过对他们的学习、尊崇与赞美，激发学生见

贤思齐，实现价值认同和道德成长。如“支架

式评价”。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值日中敬

业精神，老师设立“我不想做；我想做；我尽量

做；我认真做；我做到了；我做好了”的“六步

进阶法”支架，引导学生反思自己所处的段位

和改进的方向。通过评价，引导学生从小事

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把树立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要求内化为坚

定信念，外化为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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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幸福是每个人的终极追求，正如亚里士

多德所说：“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

活动的目的。”但幸福的内蕴在不同人那里又

有不同的解读：陶渊明眼里的幸福是“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自得；诗圣杜甫认

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是他期望的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是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幸福；教

师眼里的幸福则是苏霍姆林斯基所说“如果

你想让教师工作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

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劳动，那你就

应当引导每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道

路上来。”

◆ 理论基础

积极心理学提供可靠依据
苏霍姆林斯基就是通过教育研究成长为

著名教育家的，魏书生、于漪、窦桂梅……他

们曾都是普通教师，他们最终都因教育研究

而成为大师，享受到教育人生的幸福；如今，

在“科研提质”号召下，许多教育工作者甚至

把教育研究视为实现职业幸福的圭臬，孜孜

以求地行进在研教融合的路上。教育研究为

什么能成就教师的幸福？它们之间有什么理

论依据？

在阅读了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的

《持续的幸福》之后，我们认识到，作者提出

“PERMA”个人幸福模型：P是积极情绪、E是

有效投入、R是高质量的人际关系、M是感受

到的生命意义、A是通过努力取得的成就，书

中阐述了如果人将这五个元素PERMA有效

触发与培育，就可以收获积极而幸福的人

生。教师在教育实践中，带着积极的情绪对

教育教学问题进行探索，进行求证，并不断思

考、不断学习、不断改进；这个过程，不仅是幸

福五元素有效激发与培育的过程，是同伴之

间相互学习的过程，还是教师认知不断深化

的过程，更是教师不断重建生命的过程；这个

过程，教师不知不觉就走出了职业倦怠，还不

断发现自己工作新的增长点，探究到新的工

作意义，获得新的启示。

◆现实问题

走出片面认知的不良影响
长时间以来，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影

响，一些人误以为教育科研就是做课题，他

们认为高规格、高门槛、高要求的科研课题

是少数人的“专利”，普通教师只能望而却

步，敬而远之，甚至觉得跟自己工作没有关

系。其实课题研究仅仅是教育科研推进的

一种方式，教育科研分课题式科研与非课

题式科研。无论哪种科研，最终指向都是

有效解决问题，提升教育质量，收获实践效

益，只有当教育科研与教育实践合二为一，

才是陶行知倡导的基于实践问题的“真研

究”“真科研”，而非与实践脱节的“伪科研”

“伪研究”。

但非课题式科研如传统教研就存在研

究主体缺失化、研究内容琐碎化、研究过程

浅表化、研究成果散状化、研究目的功利化

等问题，教师做非课题式科研同样存在上述

问题。那么，有没有一种既让教师感到“跳

一跳摘到桃子”又能充分激发主体自觉参与

其中的科研？让教师这样的行动研究者既

不因高标准的课题感到畏惧，又能结合教育

实践找到契合自身工作的研究方式，边研

究、边实践、边改进、边提升？答案是确定

的。

◆寻找可能

小专题教研的“沉浸式”体验
小专题教研是一种小切口、低重心、研究

方式灵活的草根研究。它着眼于教师工作中

的小问题、小环节，以教育实践为载体，教师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反思、不

断成长，不仅激活了教师内需，还引导教师在

持续对问题进行探索直到收获成果。教师在

《小专题教研手册》引领下，有滋有味地“沉

浸”其间，不再为科研课题感到神秘，不再为

科研课题感到艰涩，且不时为探索路上收获

的小确幸感到惊喜，不时为同伴间取得的小

进步而欣慰。

教师在经历完一个小专题教研探索之后，

将解决问题的过程资料进行梳理，提炼成改进

实践的成果，这些成果在教研组、本校、校际、

区域乃至更大的教育平台上得到展示、获得褒

奖，教师在体验成就感的同时教育自信也油然

而生，教学风格也逐日养成，进而教师也更珍

惜身边同事、领导、家长、学生给予自己的赞

美。“每个有梦想的人，都异常珍惜自己的羽

毛”。每每这时，教师会加倍努力以更积极的

状态投入到教育实践中，去感受着工作带来的

美好，去享受教育人生的种种曼妙。

◆实践结果

成就教师职业幸福
积极心理学提倡的幸福五元素“PER-

MA”告诉我们：工作的意义在于你给予它怎

样的态度，以积极的态度投身自己的工作，那

么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充满乐趣富有意义的。

在小专题教研中，教师积极应对，把小专题教

研视为工作乐趣，天天可以享受到研究的幸

福。正如五里路小学教师刘晓维在《苔花如

米小，也学牡丹开——我的小专题教研之路》

中说：“作为一名普通的小学数学教师，既不

是名家名师，也干不出什么惊天伟业，何尝不

是诗中的苔，但我们不能自暴自弃，认真地干

好本职工作，从每节课入手，抓好小专题研究，

虽然苔花如米小，小专题研究是高贵的，是教

育教研最美的绽放，也是老师走向幸福之路的

有效途径。”又如石马小学副校长赵红在《在研

究中成长》一文中说：“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的

小专题研究逐渐熟练，6个小专题研究成果有4

个在游仙区获得一等奖，2个获得二等奖，1个

在绵阳市陶研会获得一等奖，1个在四川省第

十八届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中获得三等奖，3篇

文章在《教学科学论坛》《四川教育》等期刊发

表，近20篇文章市区获奖或发表。”

苏霍姆林斯基提倡的“教育研究的幸

福”，应该是教师研究实现由“他主”和“他律”

到“自主”和“自律”的转变，是教师自觉研究

自愿行动。实践证明，小专题教研就是这样

一条成就教师幸福人生的坦途，希望越来越

多的教师能走上体验教育幸福的小专题教研

之路。（作者单位：绵阳市游仙区教育研究室）

近日，读到了江苏省泗洪上塘中学胡盼老

师的一篇文章，作为偏远农村学校的老师，颇有

所思。

特殊学生小A是一位能说会道、聪明伶俐

的孩子。父母离异，他一直由奶奶抚养。孩子

沉迷手机，在校小错不断，每次犯错之后他都会

及时地跑到办公室找胡老师，然后嬉皮笑脸地

承认错误。在与小A的聊天中，胡老师知道了

小A对家庭的看法和态度，究其一点是爸妈离

婚缺少父爱母爱，自控能力太差。

新学期开学，小 A 没有如期回到学校，胡

老师三番五次去请，小 A 才勉强同意回到学

校。可是，回来不久就旧病复发。胡老师把

小 A 再次请到办公室促膝长谈。他只是淡淡

地说：我什么都懂，我也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话。我就是这样，家人都不管我，我知道你对

我好。……

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作为同行心有戚戚

焉。想法设法把像小 A 一样的特殊学生拉回

来，是我们农村教育者应尽的责任。

第一，班主任要进行归因分析。人之初，性

本善。”小A本性不坏，对自己的缺点认识到位

——自控力不强。小 A 最大的缺点是沉迷手

机，意志消沉、自我放弃，主要成因是残缺的家

庭带给他伤害，缺少父爱、母爱。

第二，转移注意力，真诚帮助。在偏远农

村，家长的家庭教育意识的确很淡薄，作为班主

任要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给家长讲清家校合

作育人的重要性，讲清如果孩子不学习，影响的

不仅是整个家庭，如果发展到不良地步还会对

社会造成影响，要求家长不要放弃自己的孩

子。班主任还要动员科任老师和同学，发现他

的长处，通过注意力的方式，把他引到身心健康

发展的道路上来。

第三，让孩子得到爱。爱是教育的灵魂，没

有爱就没有教育。偏远农村学校留守孩子更

多，需要老师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倾情培

养。课余时间，班主任可带着小A进行休闲活

动，给他父母般的关爱，让他找到爱的供给，让

他体验生活，给他生活、学习的信心。

还有，学校要打开家校合作育人的新局

面。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没有家庭教育的学校

教育和没有学校教育的家庭教育都是不可能完

成培养人这一极其细致而复杂的任务。”面对特

殊学生，家校合育显得尤为重要。偏远农村家

长家庭教育意识淡薄，实施家校共育需要学校

为家长赋能。通过调研家长现状，从家长认知

出发，设计满足学生成长需求的家校共育课程，

让家长成为家校共育的实施主体，促使家长作

为教育孩子的主体意识觉醒，引导家长学会用

恰当的方式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融洽亲

子关系。

作为老师，将一位误入歧途的孩子引向正

道，就挽救了一个家庭。面对像小A一样的特

殊孩子，我们要从孩子、家长的实际出发，深入

到孩子、家长的心中，用心灵去聆听他们急需的

喃喃细语，做一名特殊学生的守望者。

北京冬奥会虽已过去，不仅“冰墩墩、雪容

融”让人余兴不消，还有苏翊鸣、谷爱凌等健儿

的飒爽英姿让人难以忘怀，笔者不禁思考：我们

看到的是运动员赛场夺冠的高光时刻，看不到

的是他们数载如一日的流汗流泪、艰苦训练

……学校体育教学应有哪些变革，以课堂教学为

核心，“劳其筋骨、练其心志”，在提高学生身体素

质，发展多种技能；搭建课外及校外多通道的体

育锻炼路径，让运动成为孩子们的学习习惯与生

活方式，让他们在丰富多彩的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一、精教细练，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课堂是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工作的主阵

地，首要之举就是优化教学内容，构建“精教→

细练”的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

体质、提升体育素养。

何谓之精教？教学中，首先必须明确教什

么的问题，因为精准确定体育课教学内容是高

质量教学的前提。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和《义务段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相关要求，

我们初步建立起以“基本技能、专项技能、体育

健康知识”体育三大教学内容。

一是基本运动技能——即是《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规定的1--6年级的各个项目，如：

跳绳、仰卧起坐、50米等。这是教师体育课中首

先需实施的教学内容。

二是专项运动技能——则是依据本校体育

师资专长及初中体育教学任务，选择了“足球、

篮球、排球”三大球练习作为专项技能教学内

容，分步开展相关技能、技术教学。这个项目是

教师在结束基本技能教学及练习后必须进行的

第二项教学内容，这也推动了小初课程的有机

衔接，为中学的体育锻炼奠定基础。

三是体育健康知识——选用《体育与健康

教育》读本，体育教师定期进行室内体育教学，

围绕“体育与卫生保健常识”“体育实践基础知

识”等内容进行专题教学；或者针对前两项教学

中所涉及相关体育健康常识作即时性教学讲

解。

何谓细练？即是体育教师针对“基本技能”

与“专项技能”的不同项目，指导学生展开系统

性训练。所谓训练，是指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

学习和辅导掌握某种技能，使受训者发生生理

反应，从而改变受训者素质、能力的活动。这里

需解决一个观念问题，古人说：“一日练，一日

功，一日不练，十日空。”学生体质体能提升都是

训练出来的。学校体育管理及体育教师必须树

立“训练意识”，让学生在各项体育教学活动中

“劳筋骨、苦心志”，从而才能形成各种运动技

能，实现强身健体、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之目

的。因此，我们推出课堂训练计划：体育教师按

照《标准》规定，列出所教学段每周训练计划，教

学中教师按计划围绕基本技能与专项技能项

目，对学生施以反复训练，每月测查训练效果形

成数据，学校据此评估相关训练情况；同时学校

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发展数据库”用以监测

全校学生体质发展动态。

二、多措并举，拓宽课外体锻路径

为保证每天体锻 2 小时，我们在体育课以

外的其他时段设计了3个课程活动——大课间

锻炼、体育社团训练、家庭体育锻炼，以此实现

全校学生每日体锻面上全覆盖、量上更饱和。

一是大课间锻炼。设置每日上午第一二节

课之间为全校大课间体锻活动。时长共计35分

钟，其中锻炼30分钟，锻炼后休整五分钟。内容

为：实施三段式锻炼方案——全校同做第三套

小学广播体操《七彩阳光》、自编操、日常队列训

练，用时约15分钟；全校耐力长跑约7分钟；分

班分年级基本体育技能练习约8分钟。

二是体育社团训练。一方面结合学校体育

师资特长，组建学校田径及啦啦操训练队，由擅

长教师选拔优秀学生开展定期训练。另一方面

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引入社会力量，通过购买服

务方式，组建“航模、车模、足球、篮球”等学生体

育社团，由专业机构教师利用课后延时、周末托

管等时段，对自愿参与且有兴趣特长学生进行

系统训练。两类社团也是学校组队参加各级学

生体育竞赛的主力军。这种形式有效实现学校

体育“教学、训练、竞赛”的一体化。

三是家庭体育锻炼。“双减”之后，学校能为

家庭教育、学生校外活动注入什么活力呢？我

想实施家庭体锻计划不失为一项有益尝试。学

校引导学生及家庭合理安排校外体育活动，既

可推动学生每天校外体育活动 1 小时，还有助

于形成良好的家庭体锻氛围。

我们制定了“成飞小学学生家庭体锻计

划”。锻炼内容：第一类是周一至周五的每日基

本技能练习，列出了各年级学生适合在家庭进

行的相关项目，由一个必练项目与2—3个选练

项目组成；第二类是周末家庭亲子运动，由家长

学生自行商议确定后实施。管理要求：家长每

日督促学生完成并在体锻记录册上作简短评

价；学生每周记录“体锻心语”；体育教师每周检

查体锻手册，了解学生在家锻炼情况。

多管齐下的课外体锻能充分激活学生体锻

时空与样态，是体育课堂教学及训练的有益补

充，对于科学增强体锻强度难度、提高身体素

质、培养运动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都会发挥积

极促进作用，“以体育人”在学生一生成长中的

深远影响一定会愈发显著、愈发多元。

教师成长

“小专题”可能成就“大幸福”
——探索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有效路径

■ 何金芬

教育叙事

做特殊孩子的
守望者

■ 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书香中心小学 李宏龙

体育探究

教学为本，
学校体育如何变革

■ 成都市成飞小学 陈绍光

思政论坛

从“知道”走向“践行”
——论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践创新

■ 许大成

李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