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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是教育者根据社会和受教育者一定的需

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手段，

通过内化和外化，发展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

和道德几方面素质的系统活动过程[1]。本文就如何

乘“双减”之风充分释放中小学这一德育主阵地的

作用提出几点思考。

1“双减”背景下中小学德育的意蕴

德育的目的在于引导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心

理健康，使其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保障学校

教学工作的有效推进，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基础。“双减”政策着力

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与“减轻校外培训负担”两

个方面，通过一系列举措，落实全面育人理念，将学

校教育拉回到落实素质教育这一国策上来，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1 符合心理发展的教育

中小学德育是符合人的心理发展阶段的教育，

符合“双减”中“坚持学生为本”“着眼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的工作原则。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

指出，人格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不同阶段都有相应

的发展需要。德育在学校的大环境中，既兼顾了受

教育者德育的长期性和阶段性，又帮助受教育者养

成与身心发展相符合的思想道德品质。

1.2 指向生活实际的教育

中小学德育是指向生活实际的教育，符合“双

减”指导思想中涵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

长”的要求。具体情境中的身体感受影响认知活

动，积极的劳动情感体验依赖于具体情境与身体感

知[2]。将德育指向生活实际的具体情境，在生活实

际中拓宽中小学德育的涉及领域和实践范围。这

既保障了中小学德育的实效性，又有利于将理论化

的德育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3 注重习惯养成的教育

中小学德育是注重习惯养成的教育，习惯的养

成是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这

一“双减”目标的体现。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德

育的归宿，是检验德育成效的试金石。教育者在德

育的过程中，不能局限于书本教育，应当明确一切

德育最终都要落实到受教育者行为习惯的养成上，

关注受教育者的日常，做到“知行统一”。

2“双减”背景下中小学德育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小学正积极响应国家“双减”政策的号

召，将德育建设通过价值导向、思维理念和实践方

法三个方面加以落实。

2.1 价值导向层面

正确的价值导向可以统领中小学德育在“双

减”前提下的全局，引领中小学德育计划的制订，选

择中小学德育的目标、内容、方式，避免出现价值观

方面的误导。

第一，功利主义的负面影响。伴随经济迅速发

展而来的功利主义思想，给中小学德育的实施带来

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重智育轻德育、忽

略受教育者行为习惯的培养、唯分数论等，必须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小学德育。

第二，多元化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世界上的不

同国家和地区有多种多样的民族，不同的民族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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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孕育出了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趋

于多元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多元化的价值观

念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

第三，道德完美主义理念的负面影响。“君师

者，治之本也”[3]，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师道尊

严”被奉为圭臬。教育者承载的道德形象促使其形

成道德完美主义理念，不断以严苛的标准要求自

己。长此以往，容易脱离生活实际，形成道德追求

的“乌托邦”。

2.2 思维理念层面

如果在认知层面出了问题，将会引发消极负反

馈。积极的正反馈才能保证中小学生德育在深度、

广度、高度上多维发展，健康的思维理念是对健康

价值导向的积极正反馈。

第一，中小学德育目标定位的偏移。德育目标

的制定属于德育教学计划的一部分。当前，一些中

小学对德育的教学计划不够重视，照搬照套，没有

结合教学经验进行反思、改进，甚至没有单独的德

育教学计划。中小学德育教学资源的获取渠道比

较单一，在各个学段反复学习同质化的教学内容。

第二，中小学德育与各学科的联系不够紧密。

一方面，尚未将“体育强国”理念有机融入中小学德

育。建设体育强国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而作出的重

大战略性部署。另一方面，在其他学科的教学中对

德育的渗透不足。中小学德育不应该仅存在于德

育课堂中，要做好“全学科、全员育人”，中小学德育

做好学科融合和课程整合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三，网络快餐文化的侵蚀。互联网的发展使

得人们在全球范围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但人们在

享受网络便捷的同时，却忽略了网络快餐文化对受

众精神上的侵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利益诱惑

突破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如为吸引流量

不择手段地博眼球，为提升竞争力虚假宣传，为获

取巨额利润偷税漏税等等，都严重侵蚀着人们的思

维理念。

2.3 实践方法层面

“双减”不是“减量减质”，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减少，为受教育者腾出了更多的德育实践空

间，如何利用好这样的机遇，要先分析中小学德育

在实践方法层面出现的问题。

第一，德育管理缺乏科学建构。偏重于智育

“成绩”的追求，导致德育管理构建体系不健全、缺

乏科学的德育团队组建，未能融入大中小幼一体化

德育体系建设理念，缺乏系统性的引领和规划。例

如，“双减”政策落地后带来的课余时间未能很好地

与德育衔接，造成了时间和机遇的浪费。

第二，德育方法趋于形式主义。德育方法有效

保证了德育内容的实施，其形式主义趋向主要表现

为：部分受教育者过度追求锐意创新，在繁缛的形

式中忽略了德育的时效性。例如，当下“智慧课堂”

的运用为教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多媒体教学

大多流于形式。

第三，德育环境尚未有效互联。当前“双减”政

策落地后带来的更多课后空余时间仅仅归属于学

校，原本可营造出更好的德育环境。在实际的教育

教学中，一部分课后时间成为智育课堂的延续，仍

没有切实履行“双减”政策，深陷“直追分、不育人”

的应试教育泥潭。

3“双减”背景下解决中小学德育问题的突

破路径

学校教育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统领，围绕

党建引领、教学筑基、课程立意、活动铸魂、安全筑

堤，促进中小学德育建设。

3.1 坚持党建领航，助推中小学德育发展

中小学党总支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围绕

“政治思想建设、组织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意识形

态建设”全面引领中小学德育发展。

第一，加强理论学习。聚焦各项教育新政策新

文件，线下开展“学、思、践、悟”系列主题活动；与学

校所属辖区街道党委联合共建，开展乡贤宣讲党

史、专家党课等活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和先进学

生“讲红色故事”“写红色故事心得”。

第二，夯实师德素养。保证中小学德育教师的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模范

作用。例如，定期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系列活动，将

师德师风考核内容量化，营造风清气正的德育团队

生态环境。

第三，渗透红色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

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综合体现[4]，是经过历史沉

淀的优质德育资源，拥有举足轻重的育人功能。红

色文化的渗透可以深挖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调动

学校的大队部、教导处等各个职能部门，从课堂内

外多维度浸润学生的精神世界，为中小学德育效果

的厚积薄发而蓄势赋能。

3.2 融入体育精神，扎实打造高效课堂

“双减”政策释放出了更多课堂以外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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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投入核心素养培育。中

小学德育应解决好建设体育强国时“何以强”的问

题，打造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德育活动。

第一，提升课程质量。提升德育课程质量主要

从站稳德育学科的课堂本身做起，推进德育学科和

学科德育同向同行。通过深入调研，制定特色德育

课程；加入学校所属地区大中小思政一体化集体备

课联盟单位，培养新教师区域联盟教研组织；智慧

课堂等智能化教学设备的运用，推选优秀教师参与

市区智慧课堂教学展示，提升教学质量。

第二，结合体育强国。根据教育教学规律和学

生认知发展规律，融入体育精神，为现阶段德育提

供德育课堂以外的教育机会，给今后德育课程改革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

的理念要融入中小学德育，可以从知识体系的角度

展开。

第三，营造德育文化。有效营造德育文化，可

以提高受教育者的学习主动性。并且，增强德育活

动的趣味性，可以通过德育的文化性生产来实现。

营造德育文化，具体可以从德育的角度开展多个板

块的德育活动，构建校园德育文化。例如阅读课

程、家校合作课程、体育课程等。

3.3 主流价值引领，联动多方德育环境

面对“双减”政策下新时代的中小学德育，要立

足当下、开创未来，冲破旧的牢笼枷锁，积极拓展新

的方式方法，做好长期的系统性规划。

第一，“生长”视域下的德育管理重构。“生长”

是一种生命发展的现象，“生长”视域下的德育管理

重构是注重德育的长期发展。“生长”视域下的德育

管理重构要着力于每个德育发展环节，关注总结和

提升。德育长期处于“生长”的状态下，有利于德育

管理重构，可以营造健康的学校德育生态。

第二，“扬弃”视域下的多元文化交锋。扬弃是

“拿来主义”的精粹，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不是所有内

容都适合吸纳。借鉴全球多元化价值观念，在筛选

中“否定”一部分不适宜的观念，有选择地对多元文

化进行继承和批判，做到扬弃。秉承科学分析的态

度，做到推陈出新、为我所用。

第三，“耦合”视域下的社会环境联动。影响德

育成效的因素并非学校德育这一个范畴，与社会、

家庭等其他环境的互动同样重要。既要注重校园

德育“小课堂”，又要依托社会德育“大课堂”，依此

建立广阔的德育视野。例如，在“双减”后的课后时

间里，要避免学校单方面大包大揽，应联动社会中

的多种力量共同协作，共同提升常规课后的德育时

效性。

德育建设作为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促进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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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Double Re⁃
duction”and the Countermeasure

WEI Rong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premise and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and an inevitable re⁃
quirement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t present,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aces three problems: value orientation, cognitive concept, and practical methods. Combined
with the direction pointed out by the“double reduction”policy for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t is proposed to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Party building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integrate sports spirit to solidly create efficient classes, to lead the mainstream
value, and link multiple parties to build a 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It is hoped to point out the dire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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