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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学习者来说，具备起码的“德商”是

其正常生活的基本条件；获得一定的道德智慧，则

是其人生幸福的重要前提。从教育的角度看，德育

不仅是学校教育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学

校教育活动的“教育性”存在与否的重要保证与象

征。因此，“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一个

极其深刻的教育命题。一个好的教育者，首先应该

对德育活动有着专业、深刻的理解，而在德育形态

这一“形”的外在维度上，尤其需要当前德育工作

者更多予以关注。

一、德育实践有哪几种形态

德育内容是德育活动的内在要素，德育形态

则是德育活动的外在形式。现实的德育活动丰富多

彩，德育形态的分类可以有不同视角。以德育活动

发挥作用的形式为标准，可以将日常德育实践分为

直接德育、间接德育和“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

三种形态。

（一）直接德育

所谓直接德育，就是指教育者的德育意图明

显，学习者明确知道自己在接受道德教育的德育形

态。换言之，只要德育意图是直接呈现的教育就是

直接德育。因此，不仅直接德育课程、主题德育活

动、师生之间德育性对话等等属于直接德育，而且

各科教学、校园文化等教育形式也都可能是直接德

育形态。一般认为，德育课程以外的各科教学、校

园文化中的德育影响应该属于间接德育形态，其实

并不尽然。比如，数学课教学中教师对学生遵守课

堂纪律的直接劝谕，在讲述数学家的生平故事之后

号召学生学习数学家勤奋学习、不怕困难的道德品

质等等，就是直接德育而非间接德育。同理，学校

的校训、宣传美德的校园海报等等，德育意图也是

十分明显的，也属于直接德育形态。

在中国和许多东亚国家，直接德育形态一直受

到高度重视。主要原因除了儒家文化圈对于人伦的

高度重视这一文化传统之外，也因为直接德育形态

本身具有间接德育所不可能具备的优势，即直接德

育能够清楚明白地解释道德价值、行为规范存在的

理由和应用的策略，使受教育者直接受益。如果没

有直接德育，许多人就可能因为在道德上的无知而

犯错。直接德育对于未成年阶段的学生来说尤其重

德育实践的三大形态及其教育意蕴①

檀传宝

摘  要：成功德育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应当是依据德育形态的不同开展不同类型

德育活动的设计与实践。以德育活动发挥作用的形式为标准，可以将日常德育实践分为

直接德育、间接德育和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德育形态的分析有利于教育工作者明

确、认同自己的德育使命，有利于教育工作者开阔德育思路，全方位开展德育活动，有

利于教育工作者依据德育形态的实际开展更有成效的德育。

关键词：德育实践；德育形态；直接德育；间接德育；隐性课程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4）10-0004-04

檀传宝，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北京，100875。



2014年第10期 5

探    讨 理论前沿

要。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话不说不明”，苏格拉底

也有“美德即知识”的论断，都是这个道理。

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历史上曾经对直接

德育有过过激的批评，认为道德教育是“私事”，

德育任务应该交给家庭和教堂去完成，或者认为

进行直接德育就有“洗脑”、“灌输”、妨碍思想

自由等风险。否定直接德育的另外一个理由，是认

为专设直接德育课程有可能让不担任此类课程的其

他老师推卸其德育责任，而健康的教育体系中应该

“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因此，虽然20世纪中期

许多美国学校曾经取消过直接道德教育课程，但十

分有趣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品德教育运动

（Character Education），又使得直接德育形态在美

国重新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强调。品德教育运动的代

表人物托马斯·里考纳（T. Lickona）就明确指出，

在文明冲突、价值多元的社会中，仍然存在普遍

认同的价值，除非我们承认正义、诚实、文明、民

主、追求真理等价值观，否则价值多元是不能成立

的；民主社会尤其需要品德教育，因为公民需要承

担作为民主公民的责任；没有无标准的道德教育，

问题不应当是“要不要教价值观”，而应当是“教

哪些价值观”和“怎样教这些价值观”；传授正确

的价值观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明之举，在社会普

遍忽视德育的情况下，学校德育尤为重要，否则对

良好品德的敌视很快就会弥补道德教育的真空。[1]

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许多品德教育领袖人物的观

点，也代表了美国教育界对于直接德育课程形态经

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之后的重新肯定。

美国教育对于直接德育课程形态的认识历程证

明，尽管直接德育可能存在许多缺点，但是简单、

绝对否定直接德育课程的价值于事无补。

（二）间接德育

一般否定直接德育形态而又承认德育本身重要

性的思维，一定会将对于直接德育的兴趣转向间接

德育形态。所谓间接德育，就是指教育者的德育意

图并不直接和明显，受教育者通过间接途径接受道

德教育的德育形态。在日常教育生活中，最为常见

的间接德育形态，主要是那些以其他教育任务为直

接目标，间接发挥德育作用的课程、活动、校园生

活等等。间接德育的最重要形式当然是直接德育课

程以外的各科教学。以下重点以各科教学为例说明

间接德育形态的存在方式。

实际上，所有科目的课程都包含着间接而重要

的德育因素。托马斯·里考纳就认为，各科教学对道

德教育来说是一个“沉睡的巨人”，潜力极大。不

利用各科教学进行道德教育是一个重大缺憾。里考

纳还列举了各科教学中可以利用的一些价值因素。

例如，数学和科学课中科学家的生平业绩、生活和

治学态度；语文课中榜样人物的道德作用；历史课

中历史伟人的德行与自律精神；在体育与健康课中

展示适度的自我控制对个人健康和品行的重要，等

等。[2]

需要说明的是，各科教学中存在的德育影响并

不等于间接德育形态。比如对里考那所说的“数学

和科学课中科学家的生平业绩、生活和治学态度”

的教学处理，教师如果只是在讲述数学知识发展历

程时一般介绍某位数学家的生平，其德育影响当然

就是间接的。但是,如果该老师在讲完故事之后还进

一步明确号召同学学习数学家的优良品质，则德育

形态就由间接变为直接——因为这一做法与直接德

育课程中讲述榜样人物的故事以塑造学生品德的教

育方式并无不同。教师在各科教学中因势利导、恰

到好处地开展直接德育是值得肯定的，但各科教学

都有各自教学的直接目标，过多和勉强的直接德育

不仅会影响课程直接目标的实现，也可能使教学出

现过度“德育化”的倾向。这样的思路并不可取。

以德育意图间接呈现的标准来看，隐性课程中

的德育影响，或者“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其实

也属于“间接德育”的一种。不过由于隐性课程中

的德育影响“隐藏最深”，是“间接中的间接”，

一般不被教育实践者所关注，所以为了凸显其重要

性有必要将它独立出来，做专门的分析。

（三）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

所谓隐性课程,是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中完整经

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教育影响，它

主要通过非学术、隐含性、非计划、潜移默化的方

式予以实现。隐性课程并不等于隐性的德育影响，

它也可能是通过非学术、隐含性、非计划、潜移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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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方式予以实现的智育、美育、体育等方面的影

响。因此,我们只能说“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

而不能说“隐性课程德育”。但是，隐性课程概念

本身与道德教育却有着内在、天然的联系。这是因

为，隐性课程从本质上是一种价值性的影响。

早期隐性课程研究者菲利普·W·杰克逊就

充分证明了“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的存在。杰

克逊认为，构成学校班级生活的有三个重要的隐性

课程因素：第一是“群体”（crowd），班级中充

满了各种规则、规定、常规，学生必须在满足的

延迟、欲望的打消、工作的中断中才能理解和适

应它；第二是“表扬”（praise），即班级中教师

的评价、学生之间的评价等使得学生尽力与教师

和班级所要求的价值保持一致；第三是“权力”

（power），班级中的权力结构和差距是班级社会

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对社会的适应首先从适

应班级的社会结构开始。从杰克逊的分析中可以看

出，学校是社会规范同化最有力的场所，社会化、

价值学习等等是隐性课程的核心内容。杰克逊是社

会功能学派的代表，他们的特点是对班级、学校中

的社会化作了正面或积极的说明。与社会功能论者

相对立的是社会批判论者，他们认为，“教育组织

的主要方面，就在于再生产经济领域中统治与服

从的关系”。[3]因此,隐性课程具有较明显的阶级

性。但是社会批判论者的观点只不过从另外一面证

明了隐性课程所具有的价值本质。我国台湾学者陈

伯璋教授将隐性课程概括为常数和变数两个部分。

其中，“常数”部分是指散播于学校教育各个层面

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教师的期待、教学内容中包

含的未预期的意义、教室内移动方式、谈话流程等

“教育工作者分析合理知识以及界定其运作概念的

方式”；“变数”则是指组织教学、能力分组、升

留级制度等“组织变数”，学校气氛、领导作风、

师生之间等人际关系等“社会系统变数”，信念系

统、价值观念、认知结构、意义等社会向度或“文

化变数”。[4]但无论是“常数”还是“变数”，隐

性课程中的德育影响成分都是最大的。

如前所述，“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其实也

是间接德育形态的一种，是指通过教学流程和组织

形式、学校人际交往方式、教育空间安排等教育途

径、形式隐蔽实现的德育影响。隐性课程虽然与显

性课程相对，但是其存在范围却往往远超学校正式

课程。因此，与其说隐性课程是一种“课程”，还

不如说是全部校园生活的隐性教育影响。隐性课程

意义上的德育虽然存在范围甚广，但由于其突出的

隐蔽性，常常容易被人忽略。

二、认识德育实践的三种形态有何意义？

将德育分为直接德育、间接德育和“隐性课程

意义上的德育”三种形态，不仅对德育理论的完善

意义重大，而且具有十分明显的实践价值。德育现

实形态分析的实践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德育形态的分析有利于教育工作者明

确、认同自己的德育使命

如果我们承认德育不仅包括直接德育，也包括

间接德育形态和“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那么

我们自然可以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人人都

是德育工作者”乃是一个教育的事实，而非教育的

伦理主张或者价值的呼吁。在实际教育生活中，教

育者只有做一个好的或者坏的德育工作者的选择，

而没有做或不做德育工作的自由。因为从间接德

育角度看，即使你只是教授数、理、化等纯粹自然

科学知识，也间接完成了某些自然观和世界观的培

育、学习态度与习惯的养成等任务。而从隐性课程

角度看，则无论你从事何种学科的教学，你总要说

话、与学生交往和互动——而说话的方式、师生交

往、互动的形式又都会对学生的人格发展产生潜移

默化的德育影响。因此，只要你在校园生活，作为

德育影响的事实就一直存在。全面认识和把握德育

形态，显然有利于教育工作者发自内心地明确和认

同自己的德育角色与使命。

（二）德育形态的分析有利于教育工作者开阔

德育思路，全方位开展德育活动

在不对德育现实形态做全面分析的情况下，

人们开展德育活动的思路往往流于十分狭隘的“加

法”思维——加强德育等于安排更多直接德育课

程与德育活动。而由于直接德育有需要占用一定时

间、也需要某些物质条件支持的特点，而学校资源

总体上是有限的，只做“加法”的思维是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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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笔者论述“欣赏型德育”时所用术语，意即德育内容和形式具有美感。具体可参考：檀传宝.让德育成为美丽的风景——欣赏型德育模式

的理念与操作[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的，因为学校不可能将所有时间、所有资源都用于

直接德育。此外，即便学校愿意将更多的时间与资

源投入直接德育，如校本德育课程开发、主题德育

活动开展等等，过分“德育化”的学校生活也可能

使受教育者产生对于德育的逆反心理。因此，最为

明智的做法肯定是三种德育形态并举，特别是高度

关注间接德育和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后两种德

育形态在中国称之为“无言之教”，几乎是“无本

的买卖”——他们不需要另找专门的时间、资源。

当然，做好这一“无本的买卖”的前提是，教育者

对于德育形态的全面把握以及教师具备专业化的德

育能力。因此，实现教师的德育专业化是全方位开

展德育的重要基础。

（三）德育形态的分析有利于教育工作者依据

德育形态的实际开展更有成效的德育

三种德育形态实际上各有优势与不足，教育工

作者需要努力的就是分析这些优势和不足，以扬长

避短。

比如直接德育，其优点是将价值与规范向学习

者作专门、系统、正面、明确的解释，方便学习者

作理性、系统的吸收，但它也有明显缺陷，比如需

要占用一定时间，需要某些物质条件的支持，过多

的直接德育说教容易引起逆反心理等等。因此，教

育工作者开展直接德育时，首先要思考的应当是如

何扬长避短，既开展直接德育，又能使得这一德育

形态具有较高质量或者“可欣赏性”，①以克服直

接德育可能产生的逆反心理。

对于间接德育，教育工作者要特别注意的，

是保持其“润物细无声”的间接性特点，切忌将

间接德育生硬地转化为矫揉造作、效益低下的直接

德育。在中国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中，国家课程标

准明确要求将“情感、态度、价值观”作为所有学

科、每一节课的教学目标之一。许多教师因片面理

解这一德育目标实现的途径（如每节课都要讲科学

家的故事）而痛苦不堪，而其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对

于德育形态的误读。如果考虑到间接德育、隐性

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存在，落实“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教学目标就根本不需要每节课都去寻找伟人

故事，教师只需要尽职尽责完成自己各科教学即

可。

关于“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教师也需

要有较为专业的关注。如前所述，隐性课程虽然与

显性课程相对，但是其存在范围往往远远超过学校

正式课程。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实际存在于全部

校园生活，因此隐性课程的自觉意识十分重要。一

旦教师自觉意识到隐性课程的真实存在并自觉开展

对隐性课程的适当优化，则“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

育”就可能是一头苏醒了的雄狮，德育效能就会极

大地发挥出来。

总而言之，就像对学生的教育应当因材施教一

样，成功德育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应当是依据德育

形态的不同开展不同类型德育活动的设计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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