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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日 13版教师教育教师教育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之师师明日

十九岁的选择
□陈子茜

今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们

的教师既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

师”，又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

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

“人师”的统一者。在师德建设方面，

日前颁布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提出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

常态化推进师德培育涵养，将对推进

师德师风模式探索、方法创新起到示

范引领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高度重视师德师

风建设，这些年师德师风确实有很

大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信

息化时代之后，互联网往往会放大

个别教师的师德失范问题，甚至引

起舆情发酵。尽管这些个案并不能

说明当前师德师风存在严重问题，

但单一化、零散化师德问题的出现，

仍需要我们寻找相应的解决策略。

针对教师群体中各类教师不同的状

态，应该推行不同的师德建设模式，

统一的、一体化的模式很难起到有

效的作用。

我认为师德建设模式有三个维

度，即培育、治理和评价。第一个维

度是师德培育，教师教育机构在师德

培育过程中要依据教师道德成长的

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规律分阶段加以

推进；第二个维度是师德治理，新时

代师德建设需要政府治理的参与和

主导；第三个维度是师德评价，随着

新时代师德建设效果的不断凸显，关

于师德的评价也应按照师德建设的

内容和水平不断改进。

事实上，培育、治理和评价的每

个维度又可以单独分成从低到高三

个阶段。从治理维度来看，其从“控

制型”到“管理型”再到“善治型”三个

层级依次递升发展；从培育维度来

看，其从“任务型”到“规范型”再到

“自觉型”三个阶段逐步演化；从评价

维度来看，其从“奖惩型”到“绩效型”

再到“发展型”三个阶段不断升级。

每个维度的每一阶段互相联动便形

成了师德建设模型从初级到高级的

三种联动方式，即“任务—管控—奖

惩”型，“规范—管理—绩效”型，“自

觉—善治—发展”型。

针对不同的教师群体可以采用

不同的师德建设模型。在师德建设

初级阶段，各方应多采用规范性指

标特别是依照法律法规要求教师的

道德行为，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

“失德”行为要采取强制手段，依法

追究其法律责任。比如新手教师，

“任务—管控—奖惩”型模式应该放

到突出位置上。师德建设达到一定

程度以后，我们需要对教师进行规

范、加强管理并进行绩效考核，这是

师德建设的中级阶段。针对这部分

群体，各方主体可将师德建设的指

标体系与教师专业能力发展指标相

挂靠，构建与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相

配合的师德治理体系。再往上发

展，有的教师已将师德师风与事业

发展当作终身追求，对这一类教师

宜用“自觉—善治—发展”型的考核

思路，此阶段教师道德发展具有自

觉性和自愿性特征，各方治理主体

更多采用激励性和奖励性措施将是

卓有成效的。所以分阶段、进阶式

进行师德建设，推进师德建设分层

一体化落实机制，对于推动师德师

风建设模式探索、方法创新应该具

有重要的意义。

在师德分层治理的各个阶段，相

关责任主体应突破专业界限和科层

壁垒，建立互动机制是其应有之义。

在此意义上，建议成立三方协同的师

德治理部门，优化师德建设体系，共

同致力于师德建设的改进和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

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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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学生

的课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受到家

长和学生的欢迎，但同时衍生出“教

师负担增加”“教师焦虑情绪增加”等

问题，引发了“教学质量会不会下降”

的担忧。问题即导向，山东省泰安市

泰山区提出了“对症下药、精准实施、

层级推进”，帮助教师提能增效，提高

应对“双减”工作能力的培训理念。

“5+1”培训模式应运而生，在做好培

训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泰山区将教师

队伍划分为“新教师、青年教师、卓越

教师、专家型教师、教育系统先模人

物”五个层级分别设计培训内容，制

订实施方案，同时采取分学科、分学

段、分主题推动全员培训模式。

为保障培训有序展开，泰山区整

合教研、科研、培训等教育资源，成立

了“研训一体，小实体，多功能”教师

教育机构——泰山区教育科学研究

中心，统筹规划全区教师教育工作；

根据全区地理特点将各学校划分为

“东、中、西”三个片区，片区内设置培

训牵头学校，分别组织开展基于本片

区实际的培训活动，同时关注不同学

科、不同学段教师的培训需求。区教

科研中心不定期开展片区联动活动、

竞赛比拼活动，奏响培训协奏曲。

教科研中心制订教师培训“菜单”，

供全区各学校自主“点菜”，培训针对性

明显增强。研修学习“可以订”——基

层学校在充分了解一线教师培训需求，

做好分析研判的基础上向教科研中心

定制培训，满足了学校、教师个性化、自

主 化 培 训 需 要 。 培 训 专 家“ 可 以

挑”——建立包含不同层次、不同风格，

专兼职结合的培训专家库，开设涵盖教

育理论、学校管理、班级管理、课程改革、

课堂教学等内容的各种讲座，为参训干

部教师提供了更多选项。培训方式“可

以选”——提供线下线上交流研讨、分

散研修、封闭式培训、“请进来”、“走出

去”等多种培训形式供参训教师选择。

针对 5 种不同类型的教师队伍，

泰山区采取不一样的培训策略。

“三段式”实施新教师培训。建

立起“岗前培训、分散实践、结业考

核”的新教师培训链条。岗前集中培

训的主要内容是职业道德、教育法律

法规、教学技能、班级管理、教研科研

等。主要方式是集中培训、面对面讲

座等，侧重于把握规范、适应岗位。

分散实践的主要内容是师德涵养、

“三字一话一技术”教学基本功训练、

基本课型达标等，主要方式是师徒结

对、实践锻炼，侧重于岗位历练、教育

实践。结业考核的主要内容是师德、

课堂教学、基本功等，主要方式有学

校全考、区内抽考、课堂展示、专业交

流等，侧重于以考促培、以练促提高。

2020年9月分配到泰安市财源办

事处仓库路学校的新教师肖冰在参加

新教师培训后表示，“三段式”培训让

她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更加全面、深

刻的认识，也让她对教育教学方法有

了更熟知的把握，认识到在教学中要

讲究一定的方法和策略，在攻坚克难

上要加强教师之间的团队协作，适时

调整和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

“竞技式”实施青年教师培训。

制订青年教师培养方案和评价细则，

在实战中培养锻炼青年教师的教学

技能，让其在基本功大比武、课堂教

学达标考核等竞赛中成长，达到以赛

促培、以赛促提升的目的。各类考核

达标活动中的佼佼者将晋级为卓越

教师培养对象，成为科研项目领衔

人、课题研究主持人，参与送课下乡、

课改攻坚等活动，发挥领头雁、排头

兵的示范带动作用。

洒青悦是泰安市岱庙办事处粮

食市学校的一名青年教师，自从参加

青年教师培训以来，她先后赴华东师

大、浙江大学等高校参加高端研修，

还被吸纳为徐长青工作室成员，得到

了教育名家的面对面指导，教学技能

和个人素养得到全面提高。

“量身定制式”实施卓越教师和专

家型教师培训。在新教师、青年教师

培训的基础上，经过个人申报、学校推

荐、竞赛选拔等形式，全区遴选出112

名卓越教师培养对象和 39 名专家型

教师培养对象，先后赴天津、南京、上

海、杭州等地高校参加高端研修。根

据他们所教的学科特点、个人教学特

征等制定专业成长目标、建立专业发

展档案，实施“高端研修”+“成长共同

体”等“量身定制”培训，为“双减”政策

的落地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师资支持。

卓越教师培养对象经过3年的培养培

训，通过成长成果报告、现场答辩等认

定环节，则可以被命名为泰山区卓越

教师。然后将其与专家型教师按照分

学科、分学段的原则成立成长共同体，

实现资源共享、切磋发展、示范引领、

成果辐射的培养目标。

泰安六中教师田昌凤是山东省教

学能手，“山东省创新课一等奖”“全国

协作区中小学课堂教学展示一等奖”获

得者。她谈及自己参加培训的感受时

说：“‘5+1’培训让我找到了教学前进

的方向，特别是卓越教师培养及专家型

教师培养改变了我的教育生活状态。”

“领衔式”实施教育系统先进模范

人物培训。泰山区将获得过省级以上

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的中老年教师纳

入到“教育系统先进模范人物培训”体

系中，支持他们建立名师工作室、组建

学科教学团队、担任青蓝工程指导教

师，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首席专家”，

同时择优吸纳为培训师资专家，承担

到各学校传经送宝、授业带徒的任

务。此项培训活动让这些先进模范人

物扎根教育沃土、耕耘不辍，成为教育

政策制定的“智库”和教学管理的参谋

助手。他们的示范带动作用让青年教

师找到了职业发展方向和人生标杆。

泰安市第一实验学校教师陈炳

峰是山东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工作

室主持人、山东省特级教师，他带领

的团队以“激扬生命”作为专业发展

支撑点，搭建起学术交流、教艺切磋、

智慧分享的互动平台，辐射带动城乡

教师40余名，已在全国各地上示范课

50 余节，专业报告 100 余场次，受益

教师逾万人，成为当地引领教学改

革、培育教育新人的示范样板。

随着“5+1”培训持续深入开展，

泰山区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全国优秀

教师、山东省优秀教师、特级教师、山

东省级教学能手等高素质教师，带来

了教师队伍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为

做好“双减”工作奠定了强大的人才

支持，书写了“双减”背景下如何做好

教师培训的泰山区答卷。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泰安市泰山

区教育科学研究中心）

在 心 理 学 家

看来，个体自我意

识的形成和发展

过程，也是一个人

人 格 成 长 的 过

程。教育工作者

要真正培养出人

格健全的人，必须

深谙心理学所揭

示的“道”并能“依

道而行”。心理学

研究表明，高自我

评价者往往有更

强的自信、更高的

自尊，于是不畏困

难、敢作敢为；而

低自我评价者常

常体验到更多的

自卑和无助，容易

畏首畏尾、不敢作

为。作为学生，学

习优秀、经常受到

老师表扬，或与同

学关系良好往往

会形成积极的自

我意识。自我意

识是个体人格结

构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教师在儿童

人格结构形成过

程中起着独特而

重要的作用。

著名心理学家库利用“镜中我”

阐释了个体如何经由他人这面镜子

而形成自我意识的。他认为，人们

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人

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自我

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主要是通过与

他人的社会互动形成的，他人对自

己的评价、态度等是反映自我的一

面“镜子”。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心理规律，

教师不能只做“镜子”，而且要做“明

镜”，有两点需要注意。

其一，明镜要“明亮”，而不能

昏暗或“变形”。如果教师“一叶障

目”，就会被学生身上的一些假象

或 一 时 一 事 的 表 现 遮 蔽 了“ 真

相”。比如教师若有以貌取人、以

家长地位取人，或仅仅以学习成绩

和课堂表现取人的倾向，就会对不

占优势的学生产生偏见，潜意识里

低估学生的优点。

其二，明镜要有“透视性”和“放

大性”。所谓透视性，就是能够透过

表象看到本质。学生年龄越小越具

“天性”，教师不能把“好动”解读为

“故意捣乱”或“品行恶劣”，给学生

造成心理压力或阴影；好学生的标

准也不仅仅是“听话”或“成绩好”。

所谓放大性，就是要善于见微知著，

相信孩子的“向善性”和“成长力”，

给学生更多表现自我的机会，对一

些常见小错误可以“视而不见”或

“忽略不计”。

在我看来，教师除了做“明镜”

还应做“魔镜”。此处的“魔镜”特指

具有“魔力的镜子”。

“魔镜”的功能之一是影响或左

右孩子的自我建构。教师这面镜子

代表着“他人的目光”。在教育教学

活动中，学生有一种偏向教师的自

然倾向，表现出对教师天然的依恋、

信赖、崇拜心理，即所谓的“向师

性”。于是，学生会出现一种神奇的

心理效应：老师觉得我好我就真好，

我就会被人喜爱；老师如果觉得我

不好，那就说明我有问题或有瑕

疵。教师的评价几乎替代了孩子真

实的自我或现实的自我。

“魔镜”的另一个功能是让孩

子发生无意识的变化。教师的评

价是一种极具能量的“暗示器”：教

师不经意的一句话往往被学生“奉

为圭臬”；教师无意识的一个眼神，

会激起学生心中层层涟漪；教师的

肯定和表扬，是激励学生继续奋发

的强大动力；教师的批评，哪怕有

些过分或不恰当，学生也会欣然接

受、心存感激。

如果说“明镜”更多强调教师对

学生认知和评价要全面、深刻，那么

“魔镜”则更多强调教师影响的“魔

力”：学生的“向师性”和“教师威信”

是引导学生积极自我认知和良性发

展的“导航仪”“发动机”。在学生成

长过程中，教师当作引导学生向善、

向上的“明镜”与“魔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

国商学院教授，原曲阜师范大学教

科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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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训之窗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5+1”模式奏响教师培训协奏曲
□李延安 张艳艳

16 岁的花季，17 岁的雨季，18

岁，我们成年啦！19 岁，你会作出怎

样的人生选择呢？我的回答是：立志

成为一名人民教师，那是因为我从小

受母亲的影响，长大后又被张桂梅老

师的先进事迹深深震撼。理想的种

子早早播下，欣欣然长大……

1976 年，年仅 19 岁的张桂梅从

东北到云南支边，后来成为一名教

师。当她看到一个个山区女孩子因

贫困失学，深感痛惜，遂生发办一所

免费女子高中的梦想，从此张桂梅在

大山里深耕不辍，在学生心中深埋一

颗颗红色的种子，引领着无数大山的

女孩子走向广阔的世界。

我的母亲也曾是这样的乡村教

师。1998年，母亲师范毕业后被分配

至一所山村小学，作为全校唯一的老

师，她挑起复式教学的重担，为3个年

级的孩子开设了所有课程。年仅 19

岁的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兴致勃勃地

在那片土地整整深耕15年，为一批又

一批孩子撑起一把成长的“大伞”。

母亲凭着在师范学院里学到的点滴，

在那小小的地方开拓出大大的舞

台。而那个不起眼的地方，成了孩子

们欢乐的海洋。

母亲时常对我说：“只有不断攀

登至理想的顶峰，拥有强烈而持久的

人格吸引力、精神感召力，才能给学

生最好的教育。”那所山村小学撤并

后，母亲来到省城任教，继续向着她

年少时立下的理想之巅攀登。

从 19 岁到 65 岁，张桂梅在大山

中矢志不渝坚守教育初心。

从 19 岁到 43 岁，母亲在泥泞中

永不停息追逐教育梦想。

当然，还有更多闪耀在我们的视

线中、活跃在时代舞台上的教育工作

者们，他们在一堂堂课中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在一次次教育行动中培

育有情有义、有家国情怀的学生。

这些都是我向着理想进发的榜

样，更是我坚定追梦的动力源泉。

而今，我也是 19 岁。一年前，我

成为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一名大

学生，入学时积极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导读会，青

年习近平的优秀品质再一次深深地感

染了我——在19岁这一年，我虔诚地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在学校的引

导下，立志成为一名“四有”党员教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我

以青年志愿者身份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参与疫情防控，协同社区工作人

员入户宣传防疫知识，排查外出回乡

人员，做好出入社区、办事人员亮码

测温工作。

作为入党积极分子，我参加了2021

年“寻访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暑期

社会实践，在实践过程中，我看到了老

党员的初心使命，看到了中年党员的笃

实躬行，也看到了青年党员的薪火相

传。我还参与了温州洞头的宣讲活动，

并向那里的孩子讲述我的追梦故事。

而作为一名准教师，我也努力锤炼

自己的基本功，参加大学生中华经典诵

读大赛、学校思政微课大赛，成为了浙

江省“00后”宣讲员……以赛促学，笔耕

不辍，在活动中历练，我时刻准备着。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

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

无悔！”这是张桂梅老师对教育的赤

诚之心。

“无论尘世如何变迁，永远守住

一颗朴素的教育之心，在教育之路上

永不停息地奔跑！”这是我的母亲对

教育的铮铮誓言。

19 岁，我满心欢喜，即将走在张

桂梅和母亲行走的教育路上，矢志不

渝追逐理想教育的顶峰。

这就是我，19岁的选择。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国语

言文化学院师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