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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型教师怎么养成教育家型教师怎么养成
□ 孙光友

“华工之父”朱九思教育家影像

做新时代新教师
□ 刘权华

伴随着《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的出台，教育家办学再一次被

推上国家发展的层面，成为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改革的重大课题。

《意见》明确提出“培养造就数以

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

越 教 师 、数 以 万 计 的 教 育 家 型 教

师”。这么庞大的教育家型教师队

伍，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必 须 科 学 设 计 ，系 统 规 划 ，逐 步 落

地。那么，我们如何从改善教育生态

上突破，为教师的成长创造条件和环

境，让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应运

而生呢？

重建尊师文化，培植教育家
养成的土壤

现在教师职业的吸引力在某种程

度上有所削弱，三种现象不可忽略：一

是精英分子不大愿意当教师，高素质

教师成了稀缺资源；男生不大愿意当

教师，男教师成了稀缺资源；教师的子

女不大愿意当教师，教师世家成了稀

缺资源。究其原因，当教师基本上成

为“清贫”的代名词，加之教师不太受

社会的尊重，教师的身份让人产生一

定程度的自卑感。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天地君亲

师”一直是民族的价值取向，尊师重教

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但不知从何

时开始，教师的形象突然从神坛上崩

塌，一些不法分子大闹校园事件时有

发生，社会上质疑、羞辱甚至谩骂教师

者时有出现。如果长期处于这样的教

育生态，“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

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

育家型教师”从何而来？

《荀子·大略》中说“国将兴，必贵

师而重傅”。《意见》也强调要明确教师

的特别重要地位，真正让教师成为令

人羡慕的职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

国家层面、社会层面重建尊师文化。

当然，我们不仅要从形式上而且更应

从实际内容上加以重视；不应该只是

要求学生必须遵循师生之间的必要礼

仪，整个社会都必须给予教师实实在

在的尊重；不应该总是停留在政治地

位、社会地位上做文章，而要让教师的

经济地位高于其他行业。为了落实好

《意见》精神，期望有关部门加紧推动

《教师法》修订工作，让教师的“特别重

要地位”得到法律保障。

破除体制壁垒，释放教育家
成长空间

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给教育者

以思想和创造的自由，如此，中国的教

育家才可能源源不断地出现。我们不

由得想起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盛

况，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的出

现。此后韩愈、朱熹、严复、蔡元培、陶

行知、晏阳初等一大批教育家的思想

至今还影响着中国教育。

反观当前的中国教育，主要存在

两大壁垒：

一是教育行政化体制壁垒。学校

虽然名义上是独立法人，却并没有享

受完全的独立法人地位，人财物事等

权力都较集中在政府及相关部门。有

些校长缺乏独立人格，一切听命于上

级，包括教育理念、教育思想。

二是教育应试化体制壁垒。应试

教育是中国教育的顽症，多年来，国

家、政府、社会、学校都在进行教育改

革，但应试教育还在某种程度上存

在。教育的评价体系、奖惩机制乃至

整个社会的诚信系统，还需要从“应

试”环境中解脱出来。

我们知道，教育家的思想和行为

要服从和服务于教育规律，要服从和

服务于人的发展规律，教育者如果被

控制在一个行政化和应试化的体制

内，就可能会失去对规律的把握，就很

难走到教育家的那一步。

《意见》明确提出经过 5 年左右的

努力，普遍建立起“事权人权财权相统

一的教师管理体制”的目标，这是建立

现代学校治理体系的一项根本性措

施，应全面落实。同时，要真正破解应

试教育困局，除了改革教育考试制度，

最根本的还是要矫正中国文化中“学

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真正建立起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的教育

价值观，让应试教育失去文化根基。

加强政策扶持，让教育家成
长充满阳光

首先，要制定教育家型教师的标

准。教师队伍里能够出现成千上万的

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可是难出现一

个教育家，这实在是不正常的现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大众的心中只有那

些划时代的教育大师才配称教育家。

顾明远先生曾经说过：“许多教师一辈

子从事教育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而且有教育思想，有自己的教育风格，

这就是教育家。”因此，必须让教育家

从神坛上走下来，使教育家的称号能

够接上地气，而不是一个可望却不可

即的梦想。数以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

只能存在于广大一线教师当中。基于

此，国家可以明确制定教育家型教师

的标准，建立完善的教育家型教师的

申报、评估和命名制度，让教育家成为

每一个教师的理想。

其次，要提供优质的教育家培养

项目。教育家不是天生的，教育家的

梦想也不是单靠教师自身努力就可以

达成的，国家的培养不可或缺。现在

的问题是，各级各类的培训项目比较

杂乱，我们建议国家按《意见》提出的

骨干教师、卓越教师、教育家型教师三

个层级，统一规范中端、高端教师的培

养和培训。培训对象都要坚持标准，

培训合格并审核，达到教育家型教师

的标准就应授予相应荣誉称号。

再 次 ，要 给 予 教 育 家 相 应 的 待

遇。我们要向社会推崇一种正确的价

值观，给广大教师一个正确的导向。

包括：建立教育家荣誉制度，对经过评

估审核程序，符合教育家型教师标准

的教师，应以国家和政府名义予以表

彰命名。建立教育家津贴制度，对被

正式授予教育家称号的教师设立教育

家工作室，由财政列支工作经费，并对

个人予以适当的工资补贴。

如此，教育家型教师的养成将指

日可待。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第一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

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

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也

对全党全社会尊师重教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新时代的教师应有新的神

圣使命，做新时代新教师。

教 师 的 形 象 代 表 着 学 校 的 形

象。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说：

“教师本人是学校最重要的师表，是

最直观最有教益的模范，是学生活生

生的榜样。”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在

学生心目中的形象魅力之高低，直接

关系到教师的教学效果，对于有风度

的教师，学生会无形中表现出一种内

在的亲和力和钦佩感，因此教师应从

维护学校教育的大局出发，从关心教

育教学的效果出发，从对师生美好生

活向往的方向出发，除了注重自己的

外在形象素养以外，更要努力提高自

身的内在素养。

教师形象魅力的内在素养，主要

是指自身的思想品德、心理因素、领

导能力、工作作风、知识水平等。

第一是思想品德的修养。思想

品德包含政治态度、职业道德、社会

公德和家庭美德几个方面。师德是

教师的灵魂。新时代的教师应该认

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行动上与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诚于人民的教

育事业，勤奋好学，努力钻研，要有爱

心、包容心、责任感，爱生敬业，无私

奉献，教书育人，诲人不倦，锐意进

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一定的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创新意识和责任

意识。新时代的教师应该取法乎上、

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

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

学生。

第二是知识水平的修养。学高

为师，教师应当知识渊博，根据时代

的要求和专业需要不断调整知识结

构，向精深和博学两个方面努力。

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面，现代科学

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性，

学科之间的渗透、交叉增强了，联系

更加密切了，教师只有通晓相关学

科的基础知识，才能上好课。当今

时代信息社会的到来拓宽了人们获

取知识的渠道，学生过于依靠课堂、

依靠教师、依靠教科书的单一学习

模式已经发生变化，教师在课堂的

中心位置也发生变化，如今的学生

知识面丰富，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

快，那种只要钻透专业知识就可以

用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已经过时。现

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正在进

行着一场深刻的教学改革。新的形

势下，新教师要用好课堂讲坛，用好

校园阵地，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点燃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

第三是自身教育能力的培养。

教师的教育能力是教师完成教育活

动所需要的一种特殊能力，不仅包

括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还

包括组织教学能力、观察能力、逻辑

思维能力、想象力等。在整个教育

活动过程中，受教育者始终处于动

态之中，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具有

不同的生理、心理特点，不同水平的

学生显现出不同的接受能力。另

外，学生所受到的社会、家庭的影响

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没

有一成不变的教育方法可沿用，加

强教育能力的培养十分重要。而这

种能力的形成和提高，是建立在教

师正确认识和遵循教育规律基础之

上的，其实质就是认真学习和研究

教育理论，正确认识、严格遵守教育

规律，在教育实践中不断改革、创

新，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

教育艺术和教育技巧。新教师应该

是智慧型的教师，能够在各个方面

给学生以帮助和指导。

第四是心理素质的修养。教师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注意心理修

养，保持心理平衡，使精神状态处于

相对稳定的程度。心理健康的教师

会让学生感到温暖、轻松、愉快、踏

实，特别是社会转型发展期，教师不

要被动抱怨，而应主动调节心理，保

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为此，一方

面，教师应自觉阅读与心理有关的书

刊，主动参加一些心理培训，增加自

身的抗挫力，学会自我情绪的调节，

这既是对自己负责，对学生负责，更

是对教育事业负责的表现。另一方

面，要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的

价值取向，拥有乐观向上的生活态

度，正确地认识周围的人和事，正确

对待生活中的得与失。

新教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

传播爱，通过真情、真心、真诚拉近同

学生的距离，滋润学生心田。新教师

应该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每

一个学生身上，用欣赏增强学生的信

心，用信任树立学生的自尊，让每一

个学生都健康成长，享受成功的喜

悦，充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

1929年，13岁的朱九思进入江苏

扬州中学学习，彼时，扬州中学是当

时一所著名学校，享有“北有南开，南

有扬中”之誉。对于正从少年向青年

成长的朱九思来说，他在扬州中学几

乎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仅很好

地完成了学业，还为后来的办学积累

丰富的知识和经验。1936年，20岁的

朱九思考入武汉大学哲学教育系，一

年后转入外语系学习。

1953年，朱九思调任湖南省教育

厅主持事务，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半年后，他调到华中工学院（现为华

中科技大学）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兼

党组书记。从此，朱九思先后担任华

中工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院长，

直到 1984 年离开领导岗位。屈指数

来，朱九思在学院主要领导岗位上工

作了 30多年，也因此被尊称为“华工

之父”。

学院初创时并没有什么名气，与

当时的许多高校无法相比。尽管遭

遇重重困难，但在朱九思敢为人先的

办学方略下，学院还是有了长足发

展，并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变。他为

学院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文革”之

后的崛起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在中国

高等教育的探索与成长中所作的贡

献也有目共睹，说他是我国高等教育

的一座丰碑，一点都不为过。

许多人都知道在华中科技大学

发展历程中，有一个在全国高教界开

风气之先的“重大转折点”，就是上世

纪70年代末提出的“走综合化道路”，

这也是朱九思的首倡。在朱九思的

主持下，学校改革学科结构，大规模

引进人才，实施“科研走在教学前面”

等发展战略，先后建立数学系、物理

系和化学系、中文系、新闻系、外语系

等，开始学校办学历史上的三大转

变：由单一的工科教育向理、工、文、

管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转变；由主要

从事教学工作，向既是教学中心又是

科研中心转变；由主要从事本科教

育，向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的

多层次办学转变。在朱九思的领导

下，学校始终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创

新教育理念和实践，被赞誉为“新中

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

在重视人才方面，朱九思也有

独到之处。“文革”时期，别的学校都

是“ 斗 批 散 ”，而 华 工 却 在“ 广 集

人”。富有战略眼光的朱九思当时

就提出“高筑墙、深挖塘、广集人”的

口号。从 1972 年到 1979 年，学校一

共收留了来自全国各地被批斗、被

扫地出门而无家可归的专家教授

600 余人，不仅为国家保护了一大批

优秀人才，也为后来的大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为了筹建建筑系，朱

九思千方百计将建筑学家黄兰谷挖

来当学科带头人，后来又诚聘黄康

宇、蔡德壮和张良皋为兼职教授。

朱九思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实践三

“本”思想，即以教人为本、以教学为

本、以教师为本。对此，中科院院

士、华中科大原校长杨叔子印象深

刻。杨叔子清楚记得，自己还是一

位青年教师时，朱九思就举荐他参加

在庐山召开的华工教学工作研讨会，

而在其他学校一般只有一些骨干教

师才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1981

年，杨叔子又在朱九思的支持下到美

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回华工后，朱

九思又亲自为他组建研究团队。总

归一句话，是朱九思的不懈努力凝聚

了华工人的心；在华工的发展过程

中，人际关系一直都显得那么和谐。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朱

九思两样占全。朱九思爱树在华工

几乎尽人皆知。1953 年华中工学院

建校时的条件非常恶劣，选址——武

昌喻家山原是一片荒无人烟、寸草不

生的山地。虽然当时的工人干劲很

足，但还是有一部分学者忍受不了这

样的环境而离开了。在这种背景下，

朱九思大力号召全校师生种树。不

久，校园里到处都能见到师生种树的

身影，到处都是师生劳动的号子和欢

笑声。50多年后，当年的幼苗长成了

如今的参天大树，而这些参天大树更

成了华中科技大学一道独特的风景，

颇为中外学者、友人称颂。在建设校

园过程中，朱九思还定下每砍一棵树

都要校长亲自签字的规矩。在任期

间，挖一个坑、种一棵树，他往往都要

亲临现场。如今学校满目苍翠，浓阴

匝地，被社会赞誉为“森林大学”。

朱九思为人特别谦和低调。一

次朱九思到湖南大学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时，坚决不坐小车，与师生一起

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朱九思晚年与

夫人吃住会客都在医院的普通病房

里，当时有许多人表示不解，为什么

不住高干病房呢？夫人给出的回答

是：“九思说的，房间不用那么大，不

能浪费。”据他的儿子朱小庆回忆，父

亲晚年一直关心学校的发展，在清醒

时有弟子来看望，首先都是问及学校

情况。

2015 年，100 岁的朱九思先生与

世长辞，斯人已去，风范永存。一代

大师勤于治学、严于律己、从严治校

的精神将薪火相传。

（作者单位系安徽无为县襄安中学）

□ 赵成昌

重建尊师文化，培

植教育家养成的土壤；

破除体制壁垒，释放教

育家成长空间；加强政

策扶持，让教育家成长

充满阳光。

校长观察

朱九思（1916-2015），

江苏扬州人，当代著名教育

家，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

代表作有《高等学校管理》

《高等教育散论》《竞争与转

化》《开拓与改革》等。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说》
首发
拉开中国纪念苏霍姆林斯
基诞辰100周年序幕

本报讯（记者 康丽） 2018年 9
月 28 日是苏霍姆林斯基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日前，纪念苏霍姆林

斯基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暨《苏霍

姆林斯基教育学说》首发式在人民

教育出版社举行，拉开了中国纪念

苏霍姆林斯基诞辰 100 周年的序

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吴

式颖、肖甦，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成尚荣、彭钢，江苏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霍姆林

斯基教育学说》作者孙孔懿等与来

自首都高校的师生代表共同参加

了本次座谈会。

苏霍姆林斯基是享誉世界的

苏联时期乌克兰籍教育家，也是在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外

国教育家，对其教育思想的学习和

研究热度至今依然不减。去年，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苏霍姆林斯

基是“世界文化名人”，并发文号召

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 100 周年。

与会专家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

思想及其对我国教育尤其是中小

学教育的影响给予了高度评价。

大家认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

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与他所生活

的时代密切相关，与他的成长密切

相关。他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热

爱教育。在帕夫雷什中学担任校

长几十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课

堂、离开过学生。他担任班主任从

一年级一直到十年级学生毕业；他

带领学生到田野、到社会去体验劳

动、体验生活；他研究 3000 多名学

生，探索儿童成长的规律，进而形

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本书作者孙孔懿历时 12年，研

读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中文版著

作，亲赴乌克兰实地考察他的人生

足迹，依托大量文献资料，撰写了第

一部系统述评苏霍姆林斯基生平、

事业和精神的评传体学术著作《苏

霍姆林斯基评传》。在此基础上，作

者进一步深研，完成《苏霍姆林斯基

教育学说》。该书力求忠实地展示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的完整体

系，提炼其理论精髓，彰显其创新精

神与理论特色，揭示苏霍姆林斯基

作为教育理论家在世界教育学史上

的贡献、影响与地位。

大家认为《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

说》是出版社与作者联合向苏霍姆林

斯基诞辰 100周年和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献的一份厚礼，为广大教育工

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