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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教师德行
———中国教师·敬德会讲第三期开讲

3月19日，中国教师·敬德会讲在北京海淀敬德书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80多位教育界代表，共议"传统文化与教师德行"。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教育部
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中英和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柳袁照做了精彩发言。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教师“养
德”，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浸润。教师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积淀和底蕴，丰富精神世界，寻找内在的尊严和幸福。

□本报记者 吴绍芬

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 中华文明唯
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已经有五千多
年历史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
新形势下我国教师德行提升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资源。

注重伦理、道德至上。 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基本八德，人皆应有。 “德不寡，必有
邻”，在提高师德修养的过程中，教师不会
孤单。譬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就不堪
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教师要有仁爱之心，
对自己的品德“吾日三省吾身”，对自己的
学问“温故而知新”。 在当下，面对来自权
力、地位、金钱的压力或者诱惑时，教师应
坚定政治方向，遵循教育规律，笃信教育价
值。 不唯上，不唯书，淡泊名利，立德树人。
全国 1000 多万教育工作者应努力做到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典
型引领、造福后人。

儒家为主、和而不同。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主要的是儒家文化。 教师应突出这个重
点，学习儒家学说必须首先熟悉《论语》。儒

家之主张，恰是当今教师德行提升之所需。
例如， 儒家提倡心胸开阔，“君子坦荡荡”；
提醒珍惜时间，“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号召尊重年轻一代，“后生可畏”；赞赏光明
正大，“吾善养浩然正气”，“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鼓励智、仁、勇，“智者不
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所有这些，都是
教师们应加强的。当然，儒家思想和中国历
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 既相互竞争又相互
借鉴，既独树一帜又和谐统一。教师在学习
传统文化、提升自身德行时，应侧重选择儒
家文化之瑰宝，兼顾其他学说之名作。

与时俱进、应物变化。 文化的发展犹如
树木生长，在树木生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
病虫害，严重时甚至会威胁到树木的生命。
为了保证树木健康成长，就要治理病虫害，
精心呵护。 只有这样，才能让枯木逢春，茁
壮成长。 有时还要嫁接其他树木，增强树的
活力。 而所有的这一切，不能离开本根。 “五
四” 运动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民主革命
时期所创造的文化， 也应纳入对学生的传

统文化教育范畴。 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
不息的精神追求，蕴含着日新月异、与时俱
进的人文气质， 是全球化时代传承民族文
化基因、培育主流价值的重要载体。 如今，
我们迫切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规
范、引领和主导，为多元时代凝聚中国力量
指明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当
代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是一种特殊的精神

文化公共产品。 在全面实施对外开放、发展
“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加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尤为必要。 所以，广大教师应具
有创造意识，对古今中外主要的教育体系、
教育流派，或继承弘扬、推陈出新；或学习
借鉴、取其真谛；或独树一帜、自圆其说。

兼容并蓄、务实厚生。中华民族是一个
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

进程中，不仅输出文化，也从不同文明中寻
求智慧、汲取营养。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
维护各国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 加强相互
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同时，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注重发挥教化功能， 助益国家治
理，体现经世致用。广大教师应表现出对人
类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
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珍视，奠
定深厚的文化功底。 广大教师应在经典浸
润下形成良好情感、 端正态度和正确价值
观，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教师要热爱读
书 ，博览群书 ，同时深谙教育教学规律 。
要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美德内容教育学
生，比如，爱国、勤学、诚信、友善等。 从诸
子百家到宋明理学 ， 从唐诗宋词到明清
小说，从《三字经》《弟子规》到民俗歌谣，
许多内容都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经典 。
我们要从过去、现在 、未来的延长线上组
织教学，更好地教书育人。

（作者系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是
新形势下提升教师德行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资源。

传统文化助力教师德行
□王定华

德育的直接目的是提升一个人的道德
素养， 根本目的是塑造一个社会的良序美
俗。 从这个角度来说， 德育工作的加强与
社会的文化建设不能分割开来。因而，德育
工作中优秀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弘扬也不是
抽象地传授一些德目， 而应融于整个传统
优秀文化精神的学习当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思想流
派众多。 儒家思想在传统思想体系中居于
主干的位置，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都有
非常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伦理体系
也成为维系历史上人与自然、人与国家、人
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基本道德尺度，表达了
儒家关于正义社会与美好生活的基本认
识，历久弥新。

天人合一是儒家的一个根本文化信条，
从先秦到民国，一脉相承。 天人合一的内涵
非常丰富，包括天人相类、天人相交、天人和
谐等不同而又相关的主张。 天人合一当中对
“天”的认识，既有科学的成分，也有信仰和
伦理的成分，构成儒家有关政治、人生及教
育主张的根本原则。 《中庸》开篇“天道之谓
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深刻地阐明了
天道、人性和教育之间的关系。 从道德教育

角度说，天人合一的文化信条教导人们要敬
天、畏天和谢天，树立天道信仰；要识天、顺
天、师天，以自然观政治和人事；要贵人、爱
人、自强，突显“天、地、人”“三才”中“人”的崇
高地位、尊严和使命。 可以说，天人合一，是
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根据。

人性本善是儒家占主导地位的人性主
张。 《孟子·告子上》上说：“恻隐之心，仁也；
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
智也。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
也。 ”因为人性本善，德性即人性，所以做符
合道德的事情乃是人性本身的要求，是人要

成为人或像人那样地生活必需的选择。 正是
带着这样的义务感，几千年来儒家思想才造
就了一批批的仁人志士，于国家危亡、社会
失序、民不聊生之际，毅然挺身而出，慷慨前
行。 人性本善，为儒家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 唤醒人本有的善心，扩充其原初的
善性，最终在真实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止
于至善”，是道德教育的基本逻辑。

民惟邦本是儒家对于理想政治生活的
一贯主张。《尚书》中说：“民之所欲，天必从
之。”《荀子》中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
之立君，以为民也。 ”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

础上， 孟子说：“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
轻”，奠定了民为邦本的政治价值理想。 仁
政德治及其具体的道德要求比如忠恕、勤
政、节用、清廉、恤民等都只不过是这种政
治价值理想的具体实现形式。

居仁由义是儒家的人生观， 回答了人
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的大问题。 仁就
是爱人，爱人如己，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
克服那些对他人有害的私欲， 按照礼制的
要求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有仁爱之心的人
对于自己的言行可能给他者带来的影响有
高度的敏感， 遇事不是把自己的感受摆在
前面，总是能够从他人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义就是由“仁”演化出来的具体行为原则，
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当中。 儒家对于仁义
关系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仁宅义路”，
以仁为宅，以义为路。 照此理解，一个人如
果在自己的一生中能够做到内心有仁爱，
做事有原则， 能够时时理解和体谅他人的
处境，那么他就具有了君子的风范；如果他
能够在关键时期为了他人、民族、国家或人
类的福祉，不计利害，不惧牺牲，那么他就
离圣人不远了。

知耻自省是儒家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
的方法论。按照孟子的观点，羞耻之心人皆
有之。 孔子甚至将培养民众的羞耻心作为
良好国家治理的目标，所谓“道之以政，齐
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孟子更是明确提出，“人不可以
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一个人内心有了
羞耻感，就有了内在的法则，即便独处也能
慎独， 不会轻易做出超越伦理和法律规范
的事情。道德自律机制，主要建立在人的羞
耻心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耻是道
德底线，唤醒学生的羞耻心，培养丰富的道
德情感，是造就有良好道德公民、营造良好
社会道德氛围的重要条件。

以上从五个方面分析了儒家的文化主
张。 当下，我们开展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
的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不能拘泥于具体的德
目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的
孤立解读和践行，必须将其置于儒家文化理
想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认识。 道德教育，应超
越为道德而道德的狭隘视域，彰显其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美好的文化追求。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道德教育，应超越为道德而道德的狭
隘视域，彰显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美好的
文化追求。

呼唤有文化的德育
□石中英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之魂是
什么？ 我以为，是诗、诗意、诗性。 当下 ，
教师德行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以为，正是
与我们传统文化相悖的一些地方 ， 比如
缺少“诗、诗意、诗性”。

《论语 》里有个 《侍坐 》的故事 ，说的
是孔子与他的几个得意门生谈论人生志
向的故事。 在大家都畅谈治国理政的设
想时 ，弟子曾点却不一样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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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夫子喟然叹
曰：“吾与点也！ ”原文写得如此有诗意 ，
这样诗意的教师现在还有吗 ？ 我们要学
生拥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理想 ？ 而孔子
不愧为大师 ， 他告诉了学子们学习的应
有状态， 也告诉了学子们生活的应有状
态。 社会的美好，人生的美好 ，生活的美
好 ，是第一位的 ，社会是诗性的 ，人生是
诗性的，生活是诗性的，这才是孔子真正

追求的。 这样的情形，是审美的 ，难道不
是我们文化传统的本源吗？ 现在，我们的
教师、学校离这个本源还有多远？

范仲淹与他所写的经典作品 《岳阳楼
记》令我们印象深刻。 他所谈到的“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这些名句，仍被世人广为传颂。 这

难道不是他人生观、 世界观与价值观的诗
意表达吗？

由此， 我想到一位教育局长曾经问我：
当下学生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 我毫不犹豫
地回答：情怀、担当、原创力。 她又继续问：那
教师呢？ 我的回答依然如此。 如果可以对这
三个词做进一步概括，我一定会用“诗性”二

字。 范仲淹假如不是一个“诗性”的人，能写
出这样有诗意的 《岳阳楼记》？ 一个没有情
怀、担当、原创力的人，能说出先忧后乐、“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话吗？ 因而，我理解“诗
性”的内涵必然包含情怀、担当、原创力。

现在， 我们必须把传统文化引入校园，
教师在育人中要多些诗性、诗意。我曾写过一

首诗叫《落叶》。那年秋天，校园里的银杏树开
始纷纷飘落，铺满大地。我把这首诗写给那一
届的高三学生。 “落叶”在我的诗里有文化蕴
含，代表先辈、传统，蕴含着一种人生态度，弘
扬一种做人、为人的姿态：善良、大度、超然、
超脱。 人具有了这样的品行，于社会，于自然
世界，于自己，功将莫大焉。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主张，所
谓“各美其美”，要保持“美”的传统，坚守、弘
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诗意
的、诗性的文化传统。 当社会的功利之风蔓
延到学校时，教育更需要坚守，坚守中华民
族优秀的诗性文化，坚守教育中真善美的核
心价值观。 这些，都要依靠教师实现。

我们要像他们那样做教师： 要做有情
怀的教师，本真、唯美、超然；要有担当，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有原创
力，成就更多的教育美好。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长文化之魂是诗、诗意、诗性。像
孔子等先辈一样做教师，做一个有情怀、有担当、有原创力
的教师。

诗意：传统文化与教师品行之魂
□柳袁照

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教育，教育是立
国之本。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在传统文化
中，教育始终是最根本、最基础的文化建
设任务。

在教育中，师德是最根本的。 教师首
先要做好一个人 ， 然后才谈得上职业德
行。 传统文化中的《儒行》也提到了做人，
传统文化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教人懂
得如何成为人。 人，不能光靠物质生命引
领，而应该让精神生命发光。 通过教育，要
求人不能仅仅做一个普通的人，还应该不
断提升，成为社会的引领者。 因此，教师除
了要努力提升自己，更应该给社会营造良
好的氛围、 风气， 引领社会走向有序、和
谐。 我们不仅要抓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更
应该重视整个社会在教育中的作用。

教师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如果每个教
师都能发扬正气，做点善业，整个社会就

会正气上扬，呈现一种奋发向上、与人为善
的风气。 《儒行》中讲到，作为儒者，要内外
兼修，为人“诚敬”。 《周易·系辞》中说：“君
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就是要用敬规范
我们的内心， 用义规范言行举止。 归纳起
来，我们既要充满敬意，又要讲诚信。

为人师表，我们既要言教，还要身教，且
重要的是身教。 教师要靠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去影响这个社会。 作为教师，要做到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如此才能成为人们的榜样。

如何做一名教师？韩愈在《师说》中说：
传道，授业，解惑。 传什么道？ 以儒家文化

为代表，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
道。 在我国多元文化包容的前提下， 把传
统的文化精神内核吸引过来。 不管是从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到近现代，
传统文化的内容何其丰富， 但最终落实到
做人这个原则上，要强调知行合一。 儒家
反复强调， 我们自己做到了才能去要求别
人。 因此，作为教师，要求学生做到的，教
师一定要先做到。 所以， 师德不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教师传道要传为人之道，关键是
教学生怎么做人。

授业，教学生把握知识、发现知识、发
展知识，尤其是运用知识的方法。 因此，教
师授业，重在授为学之方。

解惑，要解因看不到大局，只看到局部
而引起的“片蔽”之惑。 作为教师，一定要
有一种敬业的精神， 对自己的事业有所敬
重，不断地丰富提升自己的业务。 教师有

如医生，不能只看专业书籍，重在掌握整个
的“治法”。 所以，需要不断学习，扩大自己
的眼界，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做到敬业乐
群。 不仅要与学生打成一片，互相切磋；而
且要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这一群人， 做到
和睦相处。 一个人要尊敬自己，尊敬他人，
还要尊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我认为，做教师要比常人多两颗心：一
颗爱心，一颗耐心。 有了这两颗心，我们才
能够把孩子教好，把学生教好。 严而不厉，
有严格的要求， 又不能非常厉害而让学生
不敢亲近， 这就是对爱心分寸的掌握。 作
为教师，不能像有些家长爱孩子那样溺爱
学生，而是要有耐心，以一个师长不断上进
的状态鼓励学生，让他们有所提升，更好地
引领社会发展。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海
淀敬德书院名誉院长）

作为教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如
此才能成为人们的榜样。 做教师要比常人多两
颗心：爱心和耐心。

做教师要有爱心和耐心
□楼宇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