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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孔子师德精神对当代教师的启示
*

曹 敏,雷 彬
(西安工程大学 思政部, 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堪称我国师德建设的楷模。孔子一生为人师表, 以身作则;在

教育实践中,他尊重和热爱学生, 有教无类 ; 教育学生, 学而不厌 、不耻下问 ; 培养学生, 因材施

教 、举一反三。孔子以自身的教育实践完美的诠释了师德精神,作为当代教师应继承孔子的师德精华,

并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加以应用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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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美纽斯说过: 太阳底下再也没有比教师这

个职务更高尚的了。
[ 1] ( P248)

教师在人类社会发展

过程中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崇高使命,被称为是 人

类灵魂的工程师 ,这决定了教师在从事教育活动

中必须遵守特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即师德。

师德是教师素质的核心部分, 决定着教育质量的

好坏和教育对象素质的高低, 也成为提高教师队

伍建设的首要目标。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

堪称我国师德建设的楷模。他 三十而立 聚徒讲

学,第一个使教育走向平民化、大众化, 对教育倾

注了毕生的精力。当前学术界对孔子的德治观和

教育思想进行了较多的分析和研究。[ 2] [ 3] 而对于

孔子在教育活动中所遵循和践行的职业道德的论

述尚少。本文主要探讨孔子的师德精神以及对当

代教师的历史启示。

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教师最可贵的品质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教师所具有

的最可贵的品格, 也是孔子对为人师者所提出来

的第一要求。孔子是最早倡导 以身作则 的, 作

为一个教师,他深知在其职,尽其责。 其身正,不

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5] 作为管理者, 如

果自身端正,作出表率,那么, 不用下命令,被管理

者也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

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未,纵然三令五申,被

管理者也是不会服从的。这是为官者必须明白的

一个道理, 教师也应该一样遵守, 正人必须先正

己。教师要以身作则,从自己抓起,通过不断的严

于律己作出表率, 用自身的行动让学生从内心里

佩服自己。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 孔子要求教师说到做到,

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认为,具有丰富知识的人

虽然不少,但能够躬行实践的人,却很难找到。他

说: 古者言之不出, 耻躬之不逮也 。
[ 4] ( P44)

并且认

为 文, 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 则吾未之有

得。[ 4 ] ( P88)也就是说,教师在进行 言教 的时候,

不要光嘴上讲, 要亲力亲为,做到 身教 。要求

学生做到的, 自己要首先做到,要求学生不做的,

自己首先不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在学生中起

带头示范作用。他很重视 无言之教 , 他说: 予

欲无言。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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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
[ 4] ( P221)

孔子是说, 自然界四季的运行与百物

的生长,都按自然规律发展,并没有讲上一套大道

理。至于社会上能说善道的人, 不一定就是道德

品质很高尚的人, 相反, 只有品质真正好的人,才

能说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话来。他还提倡: 有

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 [ 4] ( P169) 孔子这种

高尚品德,深得学生的爱戴和敬佩。正如他的学

生颜渊评价的: 孔子之道 仰之弥高, 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4] ( P105) 老师的学问和仁德,

仰望它逾觉得高深莫测, 研钻它逾觉得坚不可破。

看看似乎在前面,忽然又觉得在后面。子贡说 仲

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4] ( P241) 弟子们对孔子的

人格和学问崇敬仰慕,毕其一生去追随他,努力的

实现他的主张和理想,这都是孔子为人师表, 以身

作则的结果。

从孔子对自己的要求可以看出,教师的言行

就是学生的榜样。教师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

止,要以自己的模范品行来教育和影响学生, 每时

每刻都要去感染、熏陶学生积极向上,做到为人师

表,以身作则。西汉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 玉杯

中说: 善为师者, 既美其道,有慎其行 。好教师

一定会注意自己给学生带来的影响。学生除了向

书本学习,就是向教师学习,教师的一切活动就是

他们学习的标准, 对他们起着直接的影响和熏染

作用。教师的表率作用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学

生,促使他们产生责任感,自觉的全面发展。教师

只有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才能认真的做学问,更

好的提升自己的道德, 才会是一个大写的人民教

师。

在教学过程中,孔子认为教师不仅要加强品

德修养,而且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学问修养,精通业

务,这是教书育人的最基本功力。孔子说 温故

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
[ 4] ( P15)

常言道:教师要给学

生一杯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要教给学生丰富

的、有用的科学知识, 教师自身必须具有真知灼

见, 真才实学, 必须练就高超的教学艺术和本领。

这说明知识的不断积累与更新是为师的先决条

件。正因为如此,孔子一生专心学问,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4] ( P82) 他从学习中

体会到了无穷的乐趣, 达到浑然忘老的地步。实

践证明,精通业务、终身学习已成为现代教师的第

一需要。如果知识狭窄,不学无术, 不求上进, 肯

定会被时代淘汰。教师就要乐于学习新知识,不

断提高业务水平 既专又博 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活到老学到老。

二、尊重和关爱学生, 有教无类 是教师必备

的道德素质

尊重和关爱学生,让每个学生都享有同等受

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这是教师特有的一种职业情

感,是良好师生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

教师必备的道德素质。

作为教师,应该怎样去尊重和关爱学生? 孔

子指出,首先要一视同仁,不要歧视,做到 有教无

类 。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学在官府是最普遍

的社会现实,教育和受教育理所当然是贵族们的

特权。而孔子则从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 4] ( P214)

的人性论基础出发,最早提出了 有教无类 的主

张。他认为,人在刚出生时, 本性都是善良的, 性

情也很相近。但随着各自生存环境的变化和影

响,每个人的习性就会产生差异。 性相近 说明

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 习相远 又说明

了实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于 人皆可以通过

教育成才成德的 认识,孔子提出了 有教无类 的

教育思想。在孔子看来,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

权利。教育不应分贵贱、贤愚、亲疏、贫富,要让每

个人都享受到受教育的机会。因此, 孔子首倡平

民化的教育理念, 他的许多学生都是来自贫民陋

巷的,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甚至还有从监狱中释

放出来的公治长。他对所有带着菲薄的礼物来求

教的子弟都很热情: 凡是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

无诲焉。[ 4] ( P77) 也就是说, 不论出身地域、不论贫

富贵贱、不论年龄个性,都是他施教的对象。他以

自身的行动,改变了 学在官府 的学霸局面,打破

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 使教育对象得

以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使文化知识广泛传播到

平民百姓当中。这个平等受教育思想的实施,扩

大了古代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来源, 对提高全

体社会成员的素质起到了积极的教育推动作用。

孔子在提出尊重和热爱学生的同时, 又强调

对学生的爱要有原则和尺度。 论语 宪问 : 爱

之,能勿劳乎? 忠焉, 能勿诲乎? [ 4] ( P170) 也就是

说,热爱学生就要严格要求学生, 不能溺爱、迁就

和放纵学生,否则就是害了学生。此正所谓:玉不

琢不成器 , 木受绳则直, 金就砺则利。教育学生

同样是这个道理。最后, 在教育的手段上,孔子认

为对学生必须坚持正面教育, 始终引导学生积极

向上。在 论语 述而 中孔子讲到: 与其进也,

不与其退也 唯何甚! 人洁己以进 与其洁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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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其往也。
[ 4] ( P66)

作为教师对学生要称赞他的进

步,而不是称赞他的退步。只要学生改正了错误

要求进步, 就要称赞他, 不会抓住他的过去不放,

这就是尊重。正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的:

你这糊涂的先生,你的教鞭下有瓦特? 你的冷眼

里有牛顿? 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 1] ( P257) 苏霍姆

林斯基也说: 只有教师关心学生的人的尊严感,

才能使学生通过学习而受到教育。
[ 1] ( P64)

这也是

教育获得成功的一个秘诀。

三、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是教师教育目标的

最终追求

作为人师, 孔子特别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

他认为应从四个方面教育学生, 才能培养出品学

兼优的人才。即 文,行, 忠,信。[ 4] ( P84)也就是:知

识、德行、忠诚和信誉。文, 有文字记载的 诗

书 礼 乐 易 及各国典籍,统称历史文献,也

就是知识。行, 行为、做事, 指在各类社会实践中

遵行的行为规范。忠, 尽己之谓忠, 对人尽心竭

力、忠心耿耿。信,以实之谓信,诚实的意思。行、

忠、信三者属于道德范畴。文是道德的来源, 行是

道德的表现,忠和信是道德的核心。而 四教 综

合起来就是文和质两方面。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

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 4] ( P69)文和质的比例

协调,才是既有知识又有德行的君子风范。为此,

孔子的教学内容是非常丰富而全面的。他以 礼、

乐、射、御、书、数等 六艺 为教学内容, 并以 诗、

书、礼、乐、易、春秋 为基本教材,几乎包括了春秋

时所有的知识和德行。司马迁说: 孔子以 诗、书、

礼、乐 教弟子, 身通 六艺 者七十二人。匡亚明

在 孔子评传 一书中,从德行角度解释这句话为:

文质彬彬(外表形态和思想品质配合恰当) ,然后

君子,即表里一致才算是大雅君子。可以说, 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之人,正是孔子的教育所培育出的

新型人才, 而这种新型人才具备孔子所推崇的

恭、宽、信、敏、惠 五种美德。

在指导学生进德修业的过程中,孔子很注意

强化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他要求学生 讷于言而

敏于行 。[ 4] ( P45)对待学习要严谨, 态度要端正, 而

且要做到锐意进取。同时又提出: 敏而好学,不

耻下问 ,
[ 4] ( P54)

这是指不仅要听老师的、长辈的教

导,向老师、长辈请教,而且还要求教于不如自己

的人, 并且不以这样为耻, 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智

慧,也是一种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求知方法。学无

常师 要多向别人学习 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
[ 4] ( P83)

这说明

学习的机会是时刻存在的,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

的地方。 善 可以为师, 不善 也可以为师,必须

学会善于向他人学习。如此学识才会广博,智慧

才可明达。在求知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引导学

生多学善学,做到 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 。[ 4] ( P75)学

习到知识后,还要经常温习它, 学而时习之,不亦

说乎!
[ 4] ( P1)

学而不厌,愉快的学, 在思考中学习,

在学习中进步,持之以恒,才会不断提升自己的品

学,学有所成。

四、因材施教,启发教学是教师具备的最基本

功力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要以学生为本。这

就要求教师在日常的教学实践活动中, 不断提高

自己的教学水平,改进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寻

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和最好途径, 用以开启学

生的思维之门。孔子可以说是我国古代首创教学

法的教育家。在教学中, 他虽然注重 有教无类

的人文主义教育观, 但并不等于人人都应当接受

同一种模式、同一种内容、同一种等级的教育,而

具体到不同类型的人身上,就要根据学生的性格、

智力、兴趣、爱好等个性特点, 区别教育,注重发展

学生的长处,做到 因材施教 。孔子指出: 中人

以上, 可能语上也; 中人以下, 不可以语上

也。
[ 4 ] ( P70)

这是说:具有中等水平以上才智的人,

可以给他传授高深的学问;在中等水平以下的人,

不能给他传授高深的学问。在具体的教学实践

中, 教师还要对学生多加以观察, 分析其心理活

动,以便调整下一步的教学模式: 视其所以,观其

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 4] ( P14) 只有这样, 才

能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教育方式, 促进学生更好发

展。在 论语 先进 中: 柴也愚, 参也鲁, 师也

辟,由也喭。
[ 4] ( P135)

这就是 因人而异 ; 求也退,

故进之, 由也兼人, 故退之。[ 4] ( P137) 这就是 因材

施教 ,正是通过这样的教育培养方法, 孔子造就

了各个方面的人才。据 论语 先进 记载,孔子

的学生各有才德,各有成就。德行优秀的: 颜渊,

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擅长言语的有:宰我, 子贡;

通晓政事的:冉有,季路; 精通文献的:子游,子夏

等。正如 黄沙如海, 找不到两颗完全相似的沙

粒;绿叶如云, 寻不见两个完全一样的叶片;人海

茫茫,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学生。[ 1 ] ( P69)在现代的

素质教育中, 教育对象禀赋各异, 资质不同,这就

要求我们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必须坚持 因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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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 给他们一个自由的学习氛围和发展空间, 而

不是 一刀切 、一言堂 。只有坚持科学的教育

方法,我们的教育事业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不仅如此,孔子也是中国最早提出 启发式 教学

的人,他鼓励学生自己领悟, 在探究中获得知识。

并据此提出: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

隅反,则不复也。
[ 4] ( P77)

愤: 就是刺激学生; 启: 就

是发,先刺激学生发愤,再启发他上进; 悱:就是引

起学生怀疑,但却表达不出来;发:就是对所怀疑

问题的再启发。这是孔子论述启发式教学的重要

名言。启发学生去举一反三, 这样的好处是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学会了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

苏霍姆林斯基说: 请你记住, 你不仅是自己

学科的教员,而且是学生的教育者、生活的导师和

道德的引路人。 [ 1] ( P250)孔子的师德精神是中国传

统思想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之一, 对中国的传统教

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研究孔子的师

德精神,可以使我们从古代圣贤的治学经验中得

到启发和借鉴,促使我们在当代教育实践中不断

发展,不断创新,从而推动现代的教育事业向前发

展,进而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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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Min, LEI Bin

( X i an Univer sity of Engineer ing Depar tment o 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 or k , X i an 710048, S haanx i)

Abstract:Great thinker and educator Confucius called a model of M or als. Confucius life a teacher,

set a g ood example; in educat ional pract ice, respect and love of his students, No Child ; educat ion

students, insat iable in learning , help in the field; students, according to ability , giv ing top prio ri

ty . Confucius s ow n educational pr act ice the spirit o f a perfect interpr etat ion of the ethics, as contem

porary teachers should inherit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 ethics, and in the actual educat ional pro cess to

application and innovat ion.

Key words: Confucius; ethics; Educ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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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mes and Thematic Progression Patterns in English Advertisement Texts

LI Meng- jun

( Graduate School o f X i'an International S tudies Univ er sity , X i an 710128, S haanx i)

Abstract: Themes and Thematic Progr ession patterns ar e principle means of discour se analy sis.

Different T hemat ic Pr ogression pat terns w ill help to understand the log ic and coherence of the infor

mat ion in texts. Now adays, advert ising is playing a mo 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as a means o f sales

and communication. Thus, it is requir ed to study the dist ribut ion characterist ics of differ ent T hemes

in advert isements and the select ion of T hemat ic Prog ression pattern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tex t

types. T his study aims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adver tisements better and provide advert ising w rit

ers a clear idea about how to wr ite adver tisements in a co rrect and ef f icient w ay so that they could f i

nally choose the most proper Themat ic Prog ression pat tern to max imize advert isers purpo se.

Key words: Theme; T hemat ic Pro gression pat tern; English advert 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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