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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
黎集会得出结论：人类要在 21 世纪生存下
去，必须到 2500 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因此，我们今天要建构教师幸福之道、开展幸
福的人生教育，必须回到孔子、回到《论语》汲
取智慧。

一是要深刻领悟《论语》是民族幸福教育
的圣书。一切教育都是朝向未来人生幸福的
教育，认真对待生活、审视生活并趋于至美至
善幸福生活的过程，就是自我教育的过程。

《论语》中的人学思想与人生幸福教育密切关
联。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未来准备生活
的过程，生活的主体是人。因此，教师育人要
以人为本。孔子说过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建构自己的
人格，同时要助推他人人格的建构；在达成自
身人生目标的同时，助推他人人生目标的达
成。《论语》中的仁学思想与人生幸福教育息
息相关，是人生幸福教育源源不断的思想源
泉和宝库，我们要常读经典以滋养自己人生
的幸福历程和追求。

二是要认识到深度生命学习与自我幸
福教育的关系。一提到孔子，大家都知道他
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但更重要的是，孔子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自觉、最坚韧深刻、最持之
以恒的伟大的学习者。与世界上所有的大
教育家相比，孔子最大的特点不在于告诉我
们如何教，而是他几乎把全部的生命精力投
入到“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上。而我们今天
的教师，却有“学而有厌，诲人必倦”的现
象。为什么学而有厌？就在于我们不能真
正体察学习本身的快乐，有时在为考取功
名、加薪晋职、为名利而学，而不能真正在为
学过程中体味学的愉悦。所以，“学而时习
之，不亦乐乎”包含了孔子整体生命存在趋
向于学的巨大幸福与喜悦。孔子的这种深
度生命学习，体现的正是一种对于自身无止
境的反思、自省，无止境地让自己的生命和
心灵受到无止境的超越的过程。这是一种
生命质量提升和自我幸福教育的过程。从
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教是以深度生命学习
成就了不言自教，以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方

式、学习的景象影响我们，而不是说非要我
们这样做或那样做。孔子作为至圣先师、万
世师表，就在于他是真正的老师，因为他的
整个生命过程就是为学的过程，我们不要仅
仅关注他的结论，而要关注他为学的精神。
未来是发展的、不确定的，我们只能以谦卑
的学习态度，在深度生命学习中体验与感受
自我幸福。这种为学过程最重要的不仅仅
是把事情办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和心
灵持续处于成长的状态，这种发展的、不确
定的、趋向未来的开放性人格，恰恰是非常
重要的。

三是要用教师的君子人格影响和带动学
生的幸福。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无声、无形、
震撼生命与心灵的影响，不能仅仅靠说教，而
是要用行为做出来。教师要用自身的终身幸
福成长影响和带动学生的幸福成长、意识和
追求。所以，教师要保持生命的真正成长，这
是一个整体人的提升，因为在成长中才有一
种幸福感。教师应当拥有读圣书的幸福过
程，催发生命中那个“仁”的种子。孔子说“天
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每一个
天生的人都有内在的生命的种子，我们需要
把生命中那个沉睡人的种子催发。读圣书，
用圣人的智慧和德行滋养我们自身，通过读
经典实现教师幸福的过程，在读书中领悟学
之为学本身的价值、意义和境界。

《论语》进校园是普及国学教育的关键所
在，是保障教师幸福恒久的措施，是我们终身
要读的书。这个幸福教育是建立在生命成长
基础上的幸福。概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以
下路径：首先，让《论语》进校园，建立专家指
导下的教师《论语》研修小组，用一部分人的
切身行动带动和影响全体教师。让他们在读

《论语》中幸福、快乐起来，让生命和心灵成长
起来，从而带动经典在学生生命中扎根。其
次，编写校本《论语》教材，开设《论语》课程，
这样有助于确立学生走进经典。最后，围绕

《论语》开展各项活动，真正用行动做事，在此
基础上让师生终身解读《论语》，与孔子深度
心灵对话，在深度生命学习中走向追求至美
至善的人生幸福之路。

在当前信息碎片化、生活物质化的时代，
教师的幸福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教
师的职业倦怠有所体现。但是，教师也有很
强烈的幸福感，这种幸福感来自哪里？我认
为，学习可能是教师的一种天然追求，在学习
过程中，教师能自觉获得幸福。

在研读《论语》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
孔子作为一名教师，其幸福感除了在于培养
出优秀学子外，就是他本人也特别好学。好
学是教师的幸福之源和优秀品格，正如《论
语》开篇所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
子还讲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
晚年编纂《六经》，他尤其喜欢《易经》这本
书，“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平常放在席边，
出去的时候放在布袋里。这种学习精神值
得我们好好学习。所以，与其说孔子是一个
圣人，不如说他是一个终身学习者。从孔子
身上我们看到：

第一，好学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它其
实是一种谦德的表现。谦德，即谦虚的品
德。儒家是非常重视谦德的，我们讲“谦谦君
子”，其实就是非常重视这种谦虚的品德。《周
易》里有 64 卦，其中一卦就是“谦卦”。与其
他卦的六爻总会有利有害、有吉有凶不同，谦
卦是在《周易》中唯一的六爻都是好的卦，全
部是吉和利，没有凶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人只有具备一种谦德，才能真正成就大
事。孔子一直是很谦卑的人，善问善思。我
们知道，整个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永远
变化着的，所以生活在其中的人必须保持谦
虚，而好学恰恰是谦虚品德的体现。

第二，好学是对人各种品德的一种调
节。《论语·阳货篇》中曾记录孔子关于“六言
六蔽”的一段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
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
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
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其实是

把好学与仁、知、信、直、勇、刚等对照起来，
表达的意思是说好仁也好、好知也好、好勇
也好等，这些东西都不如好学最好。为什
么？因为任何一种品德都会有其弊端，如果
不好学就会让人走向愚蠢、流荡失守、害人
害己等境地。所以，一定要好学，它对其他
品德具有调节和杠杆的作用。通过好学，有
助于我们在为人处事中掌握合适的度，让所
有的品德走向“良”“善”。

孔子讲“仁义礼智信”，包括孔子在《论
语》中所讲的，都是具有历史条件的，我们不
能死守。孔子强调学习，不仅是要我们注重
学习知识，而且要重觉悟、重实践，只有保持
一种开放、终身学习的品格，我们才能调节各
种各样的品德，不至于让人僵化。与此同时，
通过调节各种品德，还有助于培养改过的精
神。对于自己的过错，积极主动改正也是一
种好学的表现。总之，相比任何品德，好学具
有重要的调节意义。

第三，好学是促进个人发展的不竭动
力。一个好学之人一定是追求上进的人，如
果我们有了这种好学的追求，就会自然而然
地成就事业。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成为学
习的典范和榜样，特别是在学习型社会，强调
终身学习、全民学习，教师更应该做好表率。
儒家非常强调学习对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作
用。孔子曾经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
为？”意思是说，你读的诗尽管很多，但是如果
让你搞外交，你做不到；让你从政，你也办不
成事，学得再多也未必能起作用。他旨在强
调，学生不能单纯为了诵诗而学诗，不能死记
硬背当书呆子，而应学以致用，将所学应用到
社会实践中。

总之，好学是一种美德，只有好学，才能
使我们对变化的世界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
及时调整一些保守、僵化的观念，同时才能使
教师感到真正的幸福。

在教育中，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
的使命。有幸福的教师，才有幸福的学生，才
有一个民族幸福的未来。正如著名教育家乌
申斯基所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
得幸福”。教师的幸福感不仅关系到自身的
身心健康，还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学校乃
至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有人说，教师不需要培养幸福感，因为教
师职业是精神享受大于物质回报的职业。教
师在教育工作中，通过不懈努力实现自身的
职业理想，达到自身和谐发展而产生的自我
满足、自我愉悦的生存状态，是作为教师的基
本动力。当教师通过艰辛的创造性劳动，实
现把学生培养成才的目标和理想时，自然会
在精神上获得职业乐趣和人生欢愉。那么，
教师为什么还需要培养幸福感呢？因为上述
看法是比较理想化的，也是比较偏颇的。它
忽视了教师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本属性：幸
福是人们永恒的追求。正如马克思所说，每
个人都追求幸福，这是颠扑不破的原则，是整
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证明的。故
而，教师追求幸福，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如何使教师长久保持幸福感，是我
们在教育工作和教育科研中应该关注的重
点。而在浮躁的当下，要守住根，养好德，培
育教师的幸福感，保持教师的职业乐观态度，
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积淀与底蕴，
帮助教师寻找到内在的尊严与幸福。

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幸福没有一个统一
的标准。作为教师，在职业生涯中是否感到
幸福，关键在于是否树立了正确的职业观。
如果能像孔子那样，在“诲人不倦”时当仁不
让；如果能像孟子那样，把教育英才作为快乐
之事；如果能像《易经》所说的那样，把“蒙以
养正”作为“圣功”对待，那么就能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中找到爱和兴趣，就会以饱满的热情
教书育人，就会成为一个好老师。

培育积极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
认为，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是
个人幸福与家庭幸福、社会整体幸福的统一。
只讲奉献不讲回报，不是真正的幸福。幸福只
有与家庭、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幸福。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学生获得

幸福，使人成长为自由、全面、健康的人，这就
要求教师牢牢树立积极的幸福观，师生要一起
幸福起来。而师生共同幸福，需要教师的“修
己”与“安心”。所以，孔子说“修己以安人”，荀
子也说“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也
就是说，教师要用积极礼法端正自己的身心，
使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世都有礼有节、行
于仁道，这样才能“从心走向心”，培育师生共
同的幸福。

丰富教师的精神文化生活。马斯洛需
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要的满足是有层次
的，因而人的幸福也是有层次的，或者说是
多样化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对幸福
的理解和追求也不一样。教师作为知识文
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其精神文化需求通常
是比较高的。因此，要保持教师的幸福观，
需要为教师创设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环境，
鼓励教师参与到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让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感染每一位
教师。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专业成长是教师提
高工作效率的重要方式。当教师把教与学看
作是增长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能充分
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
生做学习的主人，发现潜能、释放潜能，才能最
大限度地提高学与教的兴趣和效率，为幸福教
学提供助力。而我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
文化中，有大量关于教学的论述，不论是“因材
施教”“温故知新”，还是“时雨化之”“成章而
达”，都能给教师教学带来有益启示，使教师在
提高效率、提升自我的同时，充分享受教育工
作的快乐。

营造“和合”人文环境。“和”指和谐、和平、
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因此，管子讲

“和合故能谐”。在和合、和谐的环境里，人是
舒心的，自然也会有更多的幸福感。因此，为
了创设“和合”的人文环境，学校应制定宽严适
度的人性化管理措施，构建学校与教师共同发
展的美好愿景，创设开放、公正、多元的评价体
系，让教师降低职业倦怠，能够有时间、有精力
营造自身幸福。

只要通过长久知识积累，拥有多彩的文
化精神世界，生活于和谐人文环境中，教师的
幸福定能带来学生、学校和教育的幸福。

敬德书院建院已经三周年了。三年里，
书院作为干部和教师传统文化教育培训基
地，致力于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推广和传播
工作。虽然筚路蓝缕，却始终生生不息，为传
统文化落地生根进行大量有益的探索。尤其
是儒学思想课程的培训是海淀教育的独创，
为提升海淀教师人文素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历
来重视个人发展，关爱人的幸福体验。在儒家
经典《尚书·洪范》中有“五福”之说，儒家“五福”
观的最大特点是把人生的幸福与道德结合在
一起，认为“好德”是拥有“幸福品格”的一个重
要条件，这就是“德福一致”的思想。教育又被
儒家视为家国大事，儒家教育观中不仅重视教
育的对象，同时也关注教师主体的幸福成长、荣
辱感受，时至今日，这些都是教育发展的一个至
关重要的课题。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
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
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
希望。”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尊师重教、崇
智尚学的优良传统。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满腔
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
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广大教师在岗位
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
感，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我们要深
入理解“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的重要
作用，以及“教师是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
筑梦人”的时代涵义。

9月28日（农历八月初九）是著名的大思
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日，
他的仁爱理念、忠恕思想、乐观处世精神至今
仍有深刻而积极的意义。他作为中华民族有
史以来最伟大的教师，对教师的生命意义与幸
福感受有着诗情画意的哲学理解：“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
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十分欣赏这样的教育生

活与教育生态，并以此为教育之幸事。他的再
传弟子亚圣孟子独发“君子有三乐”之幽微，认
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人生在世最大的
快乐！由此看来，儒家文化中的君子人格与教
师幸福紧密相关，教师群体在儒家圣贤心中，
其本身天然具有获得人生幸福感的先决条件。

儒家文化也是一种乐感文化，它的普遍
意义在于指引人们突破现实生活困厄，勇于
朝向光明。而作为教师获得幸福的途径，大
要归为二者：一是要拥有一种身心愉悦的教
育生态；二是要具备乐忧圆融的君子品德。
身心“愉悦”讲求一种比单纯“快乐”更高层次
的情感体验，与人的整体生活相伴随，不因一
时一事而搅动心绪，此所谓“宠辱不惊，闲看
庭前花开花落”。

我们首先要为广大教师创造一种舒心、
安心、相对轻松的教学环境，使之获得从身体
到心灵的舒解；还要鼓励教师无论在任何教
学环境下都要为自身心灵寻求栖息之地，正
如王阳明先生倡导的“幸福只在心中求”。此
外，一个人是否拥有幸福的品格也是儒家认
为幸福感获得的考量条件，《国语·晋语六》有
言“夫德，福之基也，无德而福隆，犹无基而厚
墉也，其坏无日矣”。教师幸福与其德行修养
互为表里，“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
处乐”。没有仁德的人不安于长久地处于困
顿，同时更无法长久地享受福乐。前有“一箪
食一瓢饮”的孔颜乐处，后有范仲淹“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这
些君子人格、君子品德的真实写照，值得教师
在追求幸福之路上深思。

总之，教师幸福是儒家思想中牵一发而
动全身的人文话题。借助讨论儒家文化的教
育观，可以让中小学教师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
认知职业幸福，在生活中开阔心胸、增添信念、
增强信心，用达观乐道的教育精神鼓舞学生，
安顿自己，做一名合格的现代仁爱之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住根，养好德，提
升教师幸福感？“敬德书院秋季论坛”以孔子诞辰为契机，通过汇聚思想、凝聚共识，深入发掘、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哲思想，揭示了儒家

“为师之道”的文化传统。本期刊发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以更好地促进我们全面理解“儒家文化与教师幸福”的思想内涵与时代价值。

儒家文化与教师幸福成长
□□傅首清

儒家文化与教师幸福

文化是教师幸福的重要给养
□□杜荣贞

孙福万
国家开放大学教授

“好学”是教师幸福之源
□□孙福万

《论语》进校园与幸福教育之道
□□崔茂新

◉思想峰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