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0年5月22日 星期五 教师周刊·浙派教师
责任编辑：黄莉萍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79
E-mail：zpjiaoshi@sina.com

□陈宏辉

目前，各地学校（幼儿园）都已开

学，学校全部转入了“后疫情”教学阶

段。集中式线上教学给学校教育带

来的思考应该是深刻的。近段时间，

有不少学校推进线上教学手段与线

下教学融合的报道，这反映着教育先

行思考者的有为之举。但我们也不

难发现，有较多学校出现了“老路回

归”的现象，这将丧失一次学校管理

自我改良的难得机会，最终有拉大办

学质量差距之忧。

笔者认为，“后疫情”阶段，学校

应及时对前期线上教学进行自我绩

效的评估，然后进行行动再构，积极

改进教育管理。

学校应该对本校学生的学习内

驱力和学习能力进行评估。

这是本次疫情期间线上影响教

学质量最重要的原因。可以明显看

出，有着良好学习内驱力的学生线上

学习效率就高；有着良好学习习惯和

学习方法的自我学习能力强的学生

相互间线上线下学习效果差异不大；

而一味靠教师“管控”而学的学生学

习效果就大打折扣。所以，学校管理

者首先应该考虑到学校德育活动的

指向，至少应该把如何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作为重要活动指向；其次，如

何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应该成为学校教学管理的重

要研究内容，也应成为教师平时教学

活动的一个目的。学校和教师应从

学习时间安排、学习方法指导等方面

作出具体部署并形成常态。

学校应该对本校教师的课堂“能

动力”进行评估。

显而易见，这次参与线上教学的

教师们都成为了“网红”，但是“红”的

热度却大相径庭。有着上课设计巧

妙、语言幽默有趣、手段丰富多彩、作

业任务受学生喜欢等特质的教师真

正成为了“网红”，教学效果就比较

好。相反，看似非常尽责、一味靠磨

时间取胜、教学手段单一、一味采取

高压管理的教师，虽然在线下教学质

量“不错”，但是线上就很不受学生待

见。所以，学校管理者首先要真正树

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改变优

秀教师的评价观，从“真正受学生喜

爱”的角度来评价教师，而不是仅仅

从教学成绩结果来衡量教师水平。

其次要重新审视课堂教学的核心要

素，如设计趣味性、语言简练性、作业

精炼性等，引导教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树

立优秀教学行为的榜样，从而转变教师角色，形成

学生喜爱的学校课堂教学新样态。

学校应该对本校教师的学科和信息技术融合

力进行评估。

本次集中式线上教学让全体教师都感到了信

息技术改变教育的那股强大的“动能”。一方面学

校应该感到了信息技术的融入解决了原来线下教

学的诸多困局；另一方面学校也会感到忧虑，因为

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而且似乎没有止境。所以

有很多优秀的学校目前也在对比并寻找当前市场

上功能最为强大、资源最为丰富的平台为自己所

用，力争“走在前列”。由此带来的思考是，首先学

校管理者今后要把与时俱进的信息技术的运用作

为教师校本培训的重要内容，让教师不会陷入“技

术恐慌”，甚至“落后恐慌”。其次是要建立研究信

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学科校本研修机制，以先

进带后进，不断改进教师教学行为，提高教学效率。

学校应该对本校教学团队的资源整合力和调

度力进行评估。

本次线上教学，从国家到地方都为广大教师

准备了海量的教学资源。各校教师也积极参与，

丰富学科教学资源。但是我们也发现学校间的教

研组和备课组使用的资源丰富性有很大差异，究

其原因是学校教研组或备课组资源的调度和整合

能力有差异。所以学校应该对校本学科教学资源

库建设作出部署。在这过程中，应首先带领教师

仔细梳理能够为教师带来优秀资源的收集途径，

建立较为系统的学科教学资源库。其次要通过校

本研修活动，作出教师教学资源整合行为要求，提

升教师的资源整合能力，从而不断丰富学校优质

教学资源。

学校还应该对家校共育的“同步力”进行评估。

本次线上教学，可以发现平行班中不同班级的

教学效果有很大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长和学

生在线上教学对任课教师的“信服力”不一造成

的。有着常态化家校联系、家长对教师信任力好的

班级往往教学效果优于其他班级。而教师疏于与

家长沟通、家长对教师认可度较低的班级教学效果

明显较差。所以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利用原有线上

平台谋划方便实效的与家长沟通的机制，如定期举

办线上家长会、教育经验分享会、分层分类联系会

等，并形成常态；另一方面要尽量开放办学，学校层

面要经常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引领家长学习家庭育

儿经验，提升家庭教育水平。还要不断宣讲学校和

教师教育观，在潜移默化中统一教育认知，掌握教

育方法，提升“同步力”，真正达到家校共育。

（作者系杭州市临安区教育研训中心主任）

2020年人民网两会调查结果日前出炉。截至5月17日，“教育现代化”

位列第四，成为网民投票选出的10个最关心的两会热词之一。

教育已经连续3年位列两会热词前五。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指出，教育现代化是

普及、质量、公平、结构等方面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因而，调查中多数网民非常担心“城乡及地区教育差距”，关注师德师风

问题、“义务教育‘择校热’‘大班额’”等。

数据显示，从1949年到2018年，我国教师从93.5万人增加到1672.85

万人。进入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受到空前关注。关于教师问题的调查显

示，网民关注最多的就是“师德师风建设”。

2014年，浙江省决定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从师德

教育、考核、激励、监督、惩处等八个方面全面启动。6年后的今天，来看看一

线教师、校长是如何看待他们眼中的育人及师德建设的。

□张军林

“师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作

为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重要使命的人民

教师，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

力，才能使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

在学生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尤其是中小

学教师，其一言一行都可能对学生一生的

成长产生重大影响。

而校长是教师的教师，是学校的领

头羊。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应该是思

想上的领导。校长对师德的认识以及价

值引领，决定了学校师德建设的走向和

高度。

理想的师德高度是什么？南京师范

大学教授杨启亮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教

师职业道德发展有三重境界：规范境界、

良心境界和幸福境界，教师应当努力从

规范、良心层面向幸福境界去努力，最终

实现自己幸福的人生。那么，针对师德

的三重境界，校长在学校要倡导什么样

的价值观？校长在管理过程中可以有哪

些作为？

规范境界：扎牢制度笼子，守住行业底线
“规范”，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就是“规

矩+示范”。首先，教师作为一个行业，有

这个行业的规矩，这个规矩是明确的、硬

性的，是教师必须遵守、不可逾越的，譬如

体罚和变相体罚问题，这就是底线，踩了

这条底线，就要受到惩罚。其次，教师作

为一个特殊的行业，承担着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师德水平仅仅停留在

底线层面是不够的，还要努力向示范层面

靠拢。譬如灾难来临，一般人凭本能自己

先逃生，而教师不能当“范跑跑”，还有保

护学生的职责。

在学校师德建设过程中，校长要很好

地把握好“规范”这个度，要在规矩和示范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规矩是刚性的、强

制性的，是约定俗成的、可考核的。校长

要牵头制定和完善学校规章制度，组织教

职员工充分学习讨论，要求每位教师都遵

守底线，不踩红线，严禁触碰师德“高压

线”。对违背师德底线的，要视情况进行

批评教育，甚至严厉处罚。而示范是隐性

的，是自觉性的，是更高追求的，是无法量

化的，对这样的要求，校长要在各种场合

鼓励倡导，让更多的教师有这样的追求和

做法，但不能作为强制性和普遍性的。对

师德示范好的教师，要及时宣传表扬，对

没有做到或暂时做不到的，也要理解。

现在很多学校把特级教师、优秀教师

的要求作为统一的标准，把“天花板”当成

了“地板”，往往会令多数教师反感，效果

反而适得其反。一所好的学校，应该牢牢

守住师德底线，并引导鼓励更多的教师有

更高的追求。

良心境界：相信教师善良，强调职业自律
“良心”，顾名思义，善良的心地。一

个人心地善良，内心柔软，就不大会去做

坏事，即便做错了事也会心怀内疚，想办

法弥补，不然“良心上过不去”。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教师工作是拷问良心的工

作。和规范不同，良心是内在的规定，是

自觉的道德需求，是教师自我的评价。教

师是份良心活，当面对一个个可爱的生命

时，教师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都要对得

起自己的良心。笔者认为，教师的核心素

养中一定要有善良，也相信我们的教师都

是善良的。很多人愿意把教师比作妈妈

（或爸爸），那就是因为教师和妈妈（或爸

爸）一样，出发点都是为孩子好；师爱和母

爱（或父爱）一样，都是无私的。

教师的工作相对独立自由，无论备

课、上课、批改、辅导、评价，自主空间都比

较大。教师的工作又有很大的创造性，很

难用统一的标准去衡量考核。教师上课

时，关起教室门，“我的地盘我做主。”因

此，校长不要和教师去算“细账”，要算“总

账”。在评价教师的过程中，要标准多元，

“算得模糊点”。

好教师的标准是多元的，教学质量高

的教师是好教师，公开课上得精彩的教师

是好教师，论文写得漂亮的教师是好教师，

考试成绩一般、论文不怎么发表但深受学

生、家长欢迎的教师也是好教师。当然，多

元评价标准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爱学生，而

且应当是无差别地爱每一位学生，好教师

要努力做到“有教无类”。

学军小学的校训是“自律、自由、自

觉”，就是相信教师是善良的，强调教师的

职业自律。在学军小学，有一位老教师，

30多年从未请过一天假。她说：“一想到

班级有40多位孩子在等着我，我就不能

不来上班。有时身体有点不舒服，上好课

再去医院。”这就是良心，这就是高尚的师

德。我校很多青年教师，把结婚的日子选

在寒暑假或节假日，一天婚假也没请。他

（她）们说：“我在度假，请其他老师代课，

心里过意不去。”这也是良心，这也是高尚

的师德。

幸福境界：关爱教师发展，成就事业理想
和规范、良心有所不同，很难给“幸

福”下一个定义，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理

解都不一样。幸福是精神层面的人的内

心感受。有的教师因为评上了高级职称

感到很幸福；有的教师因为学生考上了理

想的学校感到很幸福；还有的教师因为特

殊的学生有进步感到很幸福。当然，幸福

也有共同点，那就是合理需求的满足。从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人的欲望是无

限的，但人的需求是有限的，而且必须得

到满足才会感到幸福。

教师不仅是规范的职业、良心的职

业，还是心灵的事业、幸福的事业。教师

的幸福不仅体现在学生的成长和成功，更

应该来源于自身的成长和满足。教育最

大的功德在于成全，教师成全学生，学生

成全老师；教师和学生发展了，学校也就

发展了。但在很多师德培训的场合，培训

者往往会列举这样的案例：为了学生，有

的教师父母手术不去陪，有的孩子生病

不去管，还有的挂着吊瓶在上课……这

样的例子固然值得尊敬，但学校不应该

倡导。爱人先爱己，爱家人和爱学生是

不矛盾的，是可以兼得的。如果一定要

奉献到完全不顾及自己身体健康和家人

危难才能评为优秀、获得先进，那这样的

“优秀”和“先进”，笔者认为宁愿不要。

这样的“优秀”或“先进”的选拔标准，是

跑偏了的。教师不是“春蚕”或“红烛”，

而应是“园丁”，在辛勤耕耘的同时收获

累累的果实。

因此，校长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不仅要

关注学生的成长，更要关注教师的幸福，

校长自己也应该成为教师和学生的表

率。而这个关注应是全方位的：既要关注

教师的专业发展，也要关注教师的生活状

态。一位教师，几十年在学校工作，把生

命中最美好、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教育，

他们应该在教育生涯中获得幸福。理想

的教育，应该是学校在学生成长、教师发

展中造就辉煌业绩，教师在学校发展、学

生成长中成就灿烂人生，师生批次陪伴，

相互成全。学军小学提出“让儿童成为幸

福的儿童”的理念，但儿童的幸福离不开

教师的幸福。要培养幸福的孩子，教师首

先要努力成为幸福的教师。对幸福的教

师来说，教育不是牺牲，而是辛勤付出后

的享受；教学不是机械重复，而是一次又

一次的创造；教师不仅是谋生的职业，更

是终身追求的理想和事业。

（作者系杭州市学军小学校长）

□王惜时

“知识来得及，体验等不及。”这是在

我初上讲台、力有未逮时，校长金戈曾耳

提面命的教育理念。

然而，同绝大多数刚刚成为教师的

青年一样，面对着那么多双清澈的眼睛，

授课时难免会有忐忑和急切，也难免会

因教学任务的压力而汲汲于倾囊相授，

继而忘记关注学生个人经验与知识之间

的联结。更困惑于压在肩上的德育工作

要求。

一度，我陷入迷茫。

2018学年寒假，我被要求组织一场

慰问敬老院的学生活动。其时已忙忙碌

碌了整个学期，并不情愿再在安逸的假

期中插入一段毫不熟悉的活动任务。但

毕竟是工作，加之学生对慰问演出的满

心期待，我还是非常用心地策划、组织了

这次活动。没想到的是，活动中学生们

给了我巨大的惊喜：在敬老院的舞台上，

学生们或歌或舞，精心编排出了一个个

老人们喜闻乐见的节目；寒冬的老人活

动室中，我们的学生用青春和善意，温暖

着孤独而年迈的灵魂。

不过，台上台下，总还是有一点距

离。演出过后，我又安排学生走进老人房

间，为他们贴窗花、送祝福、过新年……这

本是最平常不过的、为丰富内容而作的

简单安排，却不想这样的闲话家常竟持

续了很久。结束后，许多学生兴冲冲地

跑来，第一时间想要和我分享自己的感

受。当时我很惊讶地，不明白学生们为

何会如此热心于陌生长辈的生活。直到

一个七年级的学生扑闪着睫毛、很惊喜

地同我分享：“老师，原来老人跟老人之

间有这么多的不同！原来60岁、70岁、

80岁的阿公阿婆，是完全不相同的，还

各有各的可爱！”

不由得哑然失笑。

回过神来，我突然明白了这番话语

里所反映出的学生认知：原来，在青少年

有限的生活经历中，他们对老人、社会乃

至世界的认知，都是混沌的，教师们平日

所传授的一切经验和知识，于学生而言，

都是“熟悉却陌生”的。那些有关知识经

验的记忆，在反复练习中终能熟悉；但由

于体验的缺失，这些知识始终不过是浮

在书本上陌生而遥远的文字。设若想将

知识与智慧真正与他们的人生相联结，

唯有及时的“体验”方能达成。

原来！原来！

带着这样的领悟，在后来的教学中，

我逐渐放慢了脚步。在接手学校的“新

六艺”社团后，我陆续听遍了全部42个

社团的活动课。那些沉醉在文学、数理、

美食、音乐、影像、运动、舞蹈等社团中的

学生，他们展示出在平日课堂鲜见的自

信和飞扬，让我不由赞叹，“那是多么舒

展的生命状态啊！”

我有着更强大的动力将更多的关注

落在为学生搭建成长平台，并努力将教

学工作与德育工作融为一体上。

我努力拓展志愿服务渠道，鼓励学

生们走出学校，尝试引导他们体验世

界，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热情和力量。

如在扶贫帮困的助学工作中，我向学校

提出了转变帮扶方式的建议，更多地为

学生的长远发展考虑。学校因此设立

了“学生职业体验中心”，授学生以渔，

让他们在勤工俭学的实践中学会自立

自强，学会责任担当。再如以班级团支

部为单位，我设计了多种以志愿活动为

载体的主题团日活动，这些志愿服务主

题的策划为我的学生提供了日常的实

践方向。

一次次的活动，“解决”了我对“教”

的迷惘，打开了我对“育”的思考。

然而不论是“知识”还是“体验”，在

我看来，都需要教师的垂范与躬行。而

教师的垂范与躬行，便是最好的师德。

故我常以《热风》中的话语自勉：“能做事

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

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

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在新冠疫情蔓

延之际，每天看着新闻里日益攀升的数

据，听着平凡市民英雄奔赴前线的事迹，

我心中总激荡着对生存、生活和生命的

思考，总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我虽只

是一名小小教师，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

冲向抗“疫”的第一线，但和所有热血青

年一样，也希望能为抗“疫”战斗出一份

绵薄之力。

因此，我报名参加了区里“停课不停

学”空中课堂的录制，又加入了学校的疫

情防控、管理、教学应急等工作，每日整理

汇总上报2000余例学生健康数据……但

在这一段非常时期，最触动我的，还是3

月初与学生一同策划、录制的面向全区

中小学生的一次主题晨会。

任务下来得很晚，疫情又使我们无

法获得基础的设备和技术支持。仅仅4

天的时间里，在白天正常的线上学习之

外，我们师生必须完成从脚本架构、素材

搜集、内容整合、录制编辑到剪辑呈送等

一系列的晨会准备工作。“这几乎是无法

完成的”，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但最终，

任务还是圆满、高质量地完成了。策划

之初，我在视频会议上询问学生们的意

愿和想法，本以为难免会收到个别“精致

利己”的拒绝，却不曾想到每一位学生都

爽快地答应了下来。问其原因，学生们

说这是为抗击疫情而做的宣传和科普，

更触动于那些大灾面前渺小却顽强的生

命，希望能以自己的方式，献出一点点力

量，哪怕这力量微不足道。

我深深地感动于这群少年的单纯与

热情。他们深刻了我对“生命”的理解。

回顾走过的路程，我为自己的点滴

进步而高兴，为自己所教育的每一位学

生而感动。在与学生共同成长的这3年

中，我时刻谨记学校“培养完整的人”的

治学理念，要“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

觉”，开展以德育为重心的素质教育，给

予学生真正需要的精神引领和人文关

怀。这，是我这名95后教师对师德的理

解和践行。

（作者系温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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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当教育、师德成为
“两会调查”民生热词

这是一所校训为“自律、自由、自觉”的学校。校长说，这样的校训，就是相信教师是善良的，看重教师的职业自律。他还强调：
“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成长，更要关注教师的幸福。”这样的一名校长，在师德建设方面会有哪些观点和作为？

师德理想境界与校长价值引领

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王惜时作为浙江省唯一的教师代表，被共青团中央评选为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对于师德和青年教师成
长，她有着自己的理解。

与学生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