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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好的德育？

话题： 立德树人， 德育何为？

四川成都武侯实验中学 李镇西

我曾从报上看到一张场面壮观的照片———

大操场上， 成百上千的人排得整整齐齐，横

看竖看斜看都宛如大型体操表演；仔细看，是孩

子正给家长洗脚———母亲（或父亲）坐着，脚伸进

盆里，孩子蹲着，双手正搓着一双成人的脚。

这是最近几年时兴的一种“德育方式”，而且

还是“德育创新”，但我很自然想到几个问题：第

一， 组织这次活动的教师在家里是否给父母洗

脚？ 如果自己没做到，偏要孩子做到，这是什么

“德育”？ 第二，就算组织者本人每天都回家给父

母洗脚，于是想推而广之，但是否有了这么一次

声势浩大的“洗脚秀”，孩子们从此每天都会给爸

爸妈妈洗脚了？ 第三，这些爸爸妈妈们大多四十

岁上下， 身强力壮的人需要孩子给自己洗脚吗？

第四， 孩子今天在学校操场上给父母洗脚了，但

他回家给自己洗袜子、洗内裤吗？ 每天起床收拾

自己的床铺和房间吗？ 每次饭后都洗碗吗？ 在家

扫地吗？ 周末帮着妈妈做饭吗？

如果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地定义为人与

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或者说规范，那么德育也

可以通俗地定义为教会学生如何在社会生活中

自然而然遵循文明的行为准则。 甚至可以干脆简

洁地说———德育，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生活”与“自然而然”。

而上述组织学生给父母洗脚的“德育”，既非“生

活”的，也非“自然而然”。 因此在我看来，这样的

“德育”是应该摒弃的。

类 似 的 简 单 化 、作 秀 般 的 “德 育 创 新”还 不

少。 我知道教育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我也不反

对适当地开展一些类似演讲比赛、参观访问之类

的德育活动。 但有效的德育主要不是靠这些。 德

育应该给孩子呈现一种自然的生活常态，一种举

手投足的自然。 尽管我也相信，类似“洗脚秀”之

后，孩子们的命题作文中一定会有许多诸如“通

过这次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了”之类的语言，但是

如此一次性的“感人肺腑”，一次性的“震撼人心”，

一次性的“催人泪下”，一次性的“强烈反响”……

就真的能够收到持久的实效吗？

我愿意再次强调，德育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

式。 所谓“积极”，说的是行为文明规范，符合公民

德育，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不是为了通过上级验收而“彰显”的所谓“特色”，不是为了扩大学校

影响而“打造”的所谓“品牌”，而是为了“人”———教师和学生———本身。

它像青草一样朴素，像小花一样美好，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像阳光

一样无处不在。

“洗脚秀”算德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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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所谓“生活”指的就是我们（不只是学生，还

包括教师和学校所有成员）每日每刻彼此交往的

状态。 和其他学校一样，我所在的成都武侯实验

中学 也 有 必 要 的“德 育 常 规”或 者 说 叫“显 性 德

育”，如升旗仪式、报告会、歌咏比赛、征文比赛、

演讲比赛等各类活动，但我校的德育更多的是一

种情境、一种氛围、一种气息、一种感染……如何

让日常生活充满德育因素而又尽可能了无痕迹，

这是我校的德育追求。

在这里我愿意讲几个小故事，来说明作为生

活方式的德育应该是怎样的。

我担任校长后，在教学楼下面建了一个一百

多米长的开放书吧，把许多书都放在开放的书架

上，孩子们课余时间可以随便翻阅，不需任何借

阅手续，也没有人看管。 因此，每当下课、午休和

下午放学后，开放书吧里总有不少孩子坐在那里

静静地看书。

最初反对的老师不少。 他们担心，这些书会

不会丢失呢？ 表面上看，开放书吧是为了方便孩

子们课外阅读， 但我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考虑，

就是营造一个自然而然的德育情境。 在我看来，

这些书无论丢还是没丢，都是德育的情境，也是

德育的资源。

刚开始时，书真的流失得不少。 有老师急了，

要求还是把书放到图书室去“管起来”。 我却说：

“不用， 开放书吧继续开放！” 我跟老师们解释：

“这些书都流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不都流失到

喜欢这些书的人手里去了吗？ 偷偷把书带回家当

然不好，但这也说明这本书对孩子有着何等的吸

引力，不然他不会冒着风险偷偷把书带回家。 说

不定这本书会让他爱上某门学科，或者崇拜上一

个英雄，甚至改变他的人生。 把书放在图书室，当

然一本都不会丢，但也可能无人问津。 放在开放

书吧，虽然会丢失一些，但每本书都被充分地阅

读。想想哪个更合算？当然不是说，要放任学生私

自把书拿回家，不诚信的行为当然要教育，但空

洞的教育是不会奏效的。 有了这个书吧，我们多

了许多教育资源和教育契机。 每丢失一本书，都

是一次教育机会。 而这种教育是真实情境中的教

育，而非主题班会式的专门教育。 我们正应该抓

住这样的机会。”

果然，有一次一个初一的孩子把书拿回家被

发现了。 分管校长问怎么处理，我说应该找孩子

好好谈谈心，以他犯的这个错误对他进行诚信教

育。 在他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一定要写

出书面检讨，在全校公开检讨。 最后，当孩子的检

讨放到我的办公桌上后，我对副校长说出了我的

决定：“由我在全校读这篇检讨， 并隐去学生姓

名。 这样，既教育了全校学生，又保护了犯错孩子

的自尊心。” 当我面对全校三千多学生读这篇检

讨时，全校学生都被震撼了。

从那以后， 开放书吧的书便基本没有流失，

而且还越来越多了，因为好多学生都从家里拿书

来捐给学校的书吧。 但我们没有奢望书的安全从

此一劳永逸，学生的成长总有反复，但不要紧，我

们已经越来越从容，并有信心在真实的情境中对

学生进行引导。 如果没有这个开放书吧，我们便

失去了这么一个教育情境。

应该指出的是，围绕开放书吧对学生进行的

教育，当然是有鲜明针对性的显性德育。 但这里

的德育依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培养。 开放书吧的

环境对每一个孩子的道德考验，孩子战胜自己后

的由衷自豪，他犯错后所承受的他人批评和良心

谴责以及改正错误之后的重拾自信……这一切

都不是教育者专门设计的德育，而是生活中自然

而然发生的；或者说，这一切本身就是孩子真实

的生活。

我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九月各班都要进

行队列素质操比赛。 所谓“素质操”是我校体育老

师专门针对我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而编创的，非常

特别策划

开放书吧里的道德考验

是名次重要，还是学生尊严和权利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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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 为了迎接每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各班

都利用课余时间加紧训练，每年九月的校园都呈

现出一派“沙场秋点兵”的气势。

可是，三年前，当朱怀元老师接手刚刚进校

的初一（4）班时，面对队列素质操比赛，他却犯难

了，因为班上有一个叫汪宏（化名）的孩子脚有残

疾。 训练中，汪宏无论多么认真，他的动作都难以

标准。 本来按比赛规则，学生是可以因病或其他

特殊原因请假的，但汪宏急于参与集体活动的欲

望和训练的认真劲儿，让朱老师不忍心将他排除

在集体之外。 于是，朱老师决定宁可不拿名次，也

要让汪宏参加。

结果可想而知，初一（4）班没有拿到任何名

次。 因为比赛中，汪宏每一个动作都比其他同学

慢一拍，这意味着每一个动作都要扣分。 但没有

一个同学埋怨他，相反汪宏同学的精神让所有人

都很感动。 以后两年的队列素质操比赛，汪宏同

学都参加训练和比赛，朱老师的班从来都整体上

场，一个都不少。 尽管年年都同样没拿到名次，但

全班同学都很自豪，为自己的集体而自豪。

我是最近一次在食堂吃午饭时，偶然听坐在

旁边的朱老师说到这事的。 朱老师说：“这个孩子

因患小儿麻痹留下后遗症， 所以个子也不高，但

一直积极向上。 平时课间跑步，他跑不快，但又希

望和同学们一起跑，我便请他在前面跑，想怎么

跑就怎么跑，同学们从不嘲笑他。 每年的队列素

质操比赛，同学们都很理解他。 只要全班都参加，

展示了我们集体的风貌， 没拿到名次也不要紧。

作为老师，我想的是名次重要，还是学生尊严和

权利重要？当然是学生的尊严和权利重要！何况，

汪宏参与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也是磨砺自己的过

程，因为他以后还要面对生活，还要面对许多挫

折。 我不能剥夺他参与的机会，不能让他的心灵

受到伤害。 其实，汪宏的行动对其他同学也是一

种 激 励，训 练 中，我 经 常 对 同 学 们 说 ，同 样 的 动

作，你们没出汗，汪宏却出汗了，大家还有什么理

由不刻苦训练呢？ 同学们对汪宏的尊重让汪宏很

感动，他尽管是个普通同学，没担任班干部，但平

时非常乐意为同学们做事，为集体服务。”

在朱老师的班上，没有关于“尊重”的任何说

教，也没有类似的演讲比赛，但因为有了一个汪

宏，三年来，“尊重”已经浸透于班集体中，成了他

们生活的常态。 这不是刻意的“德育”，但这是最

好的德育。

几乎所有走进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人，都

会感到我们校园的朴素———除了教学大楼上“让

人们因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的校训，就再没有

任何标语口号。 比较醒目的是两幢教学楼之间，

墙面上遥相呼应的两张巨幅照片，一张是全校老

师的笑脸，一张是学生奔腾跳跃的英姿。 其他墙

上也贴着一些照片， 全是普通老师和普通学生

的。 没有一张领导视察的照片，也没有所谓“杰出

校友”的照片。 当然，尽管建校才十年，但如果要

“贴金”，我们也可以罗列出一些“成功人士”的。

我的想法是，武侯实验中学的校园，就是要突出

普通的老师、普通的学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

己很重要。 当一个学校只是悬挂校长的大幅照

片，突出“各级领导关怀”的照片以及所谓“杰出

校友”照片时，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自然而然觉得

自己微不足道。 在这样的学校，企图培养每一个

教师和学生“人”的尊严显然是很难的。

我曾在教工大会上说过：“从我们学校走出

去的学生，以后肯定会有人成为科学家，成为院

士，成为各行业的名家大家，到那时我们校园里

也可以宣传他们。 但是我希望将来在我们的校园

里，不但有成为科学家、院士的校友雕像，也有从

我们学校走出去后成为中国第一环卫工人、誉满

神州皮鞋美容师的校友的雕像……他们都是我

们学校的骄傲！”

在学校的集会上，我和老师们的发言，开头

的称呼总是这样：“可爱的孩子们， 亲爱的老师

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而不是首先

读者热线：（010）82296706
投稿信箱：baiht＠edumail．com．cn

都称“老师”，而不是“某校长”“某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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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尊敬的各位领导”。 学校归根到底是为孩子服

务的，因此把孩子放在前面理所当然。 这样的开

头，已经成了习惯。 同样，在我们学校，所有教育

者———无论是普通老师还是校长、主任等行政干

部，都被学生称作“老师”，而不是“某校长”“某主

任”。 我倡导老师对行政干部也称“老师”，而不叫

行政职务。 如果在正式场合，需要介绍行政干部

的职务时，则这样说：“这位是我校分管德育的副

校长唐剑鸿老师”或“下面请我校校长李镇西老

师发言……”

“平等”在我校不是口号，而是这样一些琐碎

的生活细节。

说到平等与尊重，我又想到了几年前的一天

早晨，我巡视早读时，一个稚嫩的声音从后面传

来：“李校长，李校长！” 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小女

孩。 我俯下身问道：“有什么事吗？”

她仰着脸对我说：“前天我们进行队列素质

操总决赛的时候，您为什么提前走了呢？”

我想了想，嗯，是的，那天学校体育馆举行素

质队列操总决赛， 我在开幕式上讲了话就离开

了，因为当时急着去开会。 我说：“对不起，当时我

要去开会。”

小姑娘很体谅地说：“哦， 没关系！ 我明白

了。 ”随后又补了一句：“李校长，以后同学们的比

赛你一定要看完，不然这是不礼貌的。”

我说：“嗯，好的。 以后如果我实在有重要事，

我一定跟同学们做个说明。 谢谢你给我提这个意

见。”

真没想到， 孩子们那么在乎我是否在乎他

们。 平时我总是跟老师们说，要“尊重学生”，可我

自己却也有不尊重孩子的时候，而且自己当时浑

然不觉。 当然，当校长总有一些突然通知的会必

须去开，但我走的时候为什么不给全场孩子们做

个说明并表示歉意呢？ 这说明在潜意识里，我对

孩子的确不够尊重。 现在，孩子给我提意见，让我

感到歉疚。

其实，我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内疚没有跟这

个女孩说，因为我不好意思说。 那天，我离开体育

馆前，特意向前来参加这次决赛的教育局陈兵副

局 长 说：“陈 局 长，抱歉，我 要 去 开 会，不 能 陪 您

了。”陈局长很理解地说：“没事，你忙去吧！”我既

然能够跟局长打个招呼表示歉意，为什么就没想

到跟孩子们这样做呢？

可见，我骨子里面也有着连自己都浑然不觉

的等级意识和尊卑观念。

当我们呼唤民主与平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

别人很可能恰恰缺乏平等的尊重。 这种尊重往往

体现于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每一个细节。

第二天，我在全校大会上对老师们说了这件

事。 我说：“平时我跟大家说了很多关于尊重学生

的话，可我在行动上却没有完全做到。 这很不应

该。 希望老师们从我这件事上吸取教训，尊重孩

子，从细节做起。”

半个月后， 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田径运动

会。 我在致辞的结尾特别说道：“前不久，一位初

一的小同学给我提了一个意见，批评我在学校体

操总决赛的时候，没看完同学们的比赛就中途离

场了。 在这里，我除了向这位同学表示感谢之外，

还诚恳地向全校同学道歉！ 今天我全天都在学

校，一定观看同学们的比赛！”

全校同学给我以热烈的掌声。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而我理解的“现代化”

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这里的人，就是现代公民。因

此，教育者的使命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等意识。 对教育者来

说，培养学生的平等意识，与其说是煞费苦心的

“教育”，不如说是潜移默化的“感染”，即通过教

师本人心灵深处平等意识的自然流露，给学生以

“润物细无声”的影响：教师走进课堂，学生起立

齐声说：“老师好！” 教师应该真诚地鞠躬回应；学

生被叫到办公室，教师首先请他坐下；校园师生

相逢，教师主动招呼学生，或者面对学生的问好

特别策划

平等只能在平等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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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真诚应答；课余，教师和学生不妨一起嬉戏娱

乐……平等只能在平等中培养———今天的教师如

何对待学生，明天的学生就会如何去对待他人。

很多时候， 教师的行为决定了学生的行为。

这是我们意识不到的德育，但这是最真实最自然

也最有效的德育。

2006 年 9 月， 我来武侯实验中学做校长，第

一次升旗仪式时，看到孩子们队列整齐，表情庄

严，可老师们却没有队列，东站一个西站一个，有

的还在学生队列后面聊天。 我没有当场批评，而

是拍了几张照片———有精神抖擞的孩子，有随意

散漫的老师。

第二天有例行的教工大会。 我将昨天拍的照

片打到投影仪上。 第一张照片就把老师们震撼

了，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整整齐齐，昂首挺胸，望

着冉冉升起的国旗。 第二张刚一打出来，老师们

便哄堂大笑———三三两两正随意站着聊天的老

师们，与第一张照片中孩子们的队列反差实在太

大。 第三张照片更有意味———前面的学生巍然屹

立，宛如雕塑，后面的老师聊天的、说笑的，仿佛

是农贸市场里老友重逢。 一张张的照片次第展示

出来，慢慢地，老师们不笑了。

我说：“老师们想想，难道参加升旗仪式可耻

吗？如果不可耻，为什么我们不认真参加呢？如果

可耻，为什么我们让学生去做可耻的事呢？ 我们

给学生进行过多少爱国主义教育啊！ 说过多少升

旗仪式的意义啊！ 也告诫过学生要认真对待升旗

仪式，要庄严肃穆。 可这些跟学生说的话，我们为

什么做不到呢？ 什么叫教育的良知？ 让学生做到

的，教师也能够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 如果说一

套做一套，就毫无良知可言！”

会场一片安静。 也许老师们都在思考我的话。

我决定“独裁”一次，宣布：“从下周升旗仪式

开始， 除了班主任站在所在班级队列旁边之外，

所有老师组成一个方队， 站在全校学生的最中

间，让我们成为学生的示范！”

果然，从那以后，每次升旗仪式前，老师们都

自觉面对升旗台站在操场最中间，两旁是全校学

生。 每次体育老师整队时，首先对老师们发出口

令：“全体老师注意，稍息，立正！向前看齐！”老师

们都认真地听从口令，调整队列。 然后，体育老师

再对全校学生喊道：“全体学生都有，立正，稍息，

立正！ 两边的同学，向左向右转———向老师们看

齐！” 全校学生齐刷刷转过身，面向老师，对比老

师队列，调整队形。

“向老师们看齐！” 气势磅礴、意味深长而又

一语双关。

于是，每次升旗仪式，我们老师的队列和孩

子们一样的整齐壮观。

但我又发现，仰望国旗升起唱国歌时，有老

师没出声。 我又“多嘴”了：“既然要求学生们唱国

歌，我们有的老师为什么不唱呢？ 希望每一位老

师也能面对国旗把国歌唱出来！” 于是，当国歌奏

响时，老师们的声音交织着孩子们的声音一起在

操场上空回荡。

近几年， 我校的升旗仪式在成都市颇为有

名。 许多人甚至专门来我校看我们的升旗仪式。

其实，我校升旗仪式“令人震撼”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老师们很认真，而全校同学不过是“向老师

们看齐”而已。

真正的德育，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完全不用

刻意“提升”，也不用专门“创新”，更不用一天一

个花样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 德育，不是为了

通过上级验收而“彰显”的所谓“特色”，不是为了

扩大学校影响而“打造”的所谓“品牌”，而是为了

“人”———教师和学生———本身。 把德育看作是一

种积极的生活方式，就是努力让师生都共同生活

在一种充满道德意义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地彼此

学习，情不自禁地互相感染。 像青草一样朴素，像

小花一样美好，像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像阳光一

样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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