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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师德建设

以崇高师德塑造教育之魂
———江苏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纪实

★山东省★
为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素

质， 山东省把师德教育渗透到职前
培养、 教师准入和职后培训的全过
程，健全师德考评和奖惩制度，同时
突出以师德、业绩、能力为导向的中
小学职称制度改革， 建立健全更加
符合教育规律和人才评价规律的中
小学教师职务评价标准体系。此外，
山东省还启动教师资格制度改革试
点，严把教师职业入口关。

★陕西省★
陕西省严格教师师德素养资格

准入条件和标准， 完善新聘教师试
用期师德考核制度；以校为单位，给
每一位教师设立师德档案； 建立学
校、社会、家长、学生“四位一体”的
师德评价体系； 师德考核的结果将
作为教师资格定期登记、岗位聘用、
续聘解聘、 收入分配和奖励惩戒的
重要依据； 加强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和心理疏导， 把心理健康素养作为
申请教师资格的重要考察内容。

★广东省★
广东省将每年 9 月确立为全省

教师师德主题教育活动月，并充分利
用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以及博
客、微博、微信、QQ群等新型网络媒
介，以专题讲座、师德征文、座谈交流、
典型事迹以及演讲、辩论、知识竞赛等
活动为载体，多渠道、分层次、分类型
开展师德教育。 该省还把师德教育贯
穿于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晋
升、管理的全过程，将师德作为教师考
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把师德建
设作为学校办学质量和水平评估的重
要指标。此外，广东省教育厅还建立和
完善了以独立设置的本专科师范院校
为主体，有条件的非师范院校参与，职
前培养与职后继续教育相互贯通的教
师教育新体系。

★福建省★
福建省教育厅要求，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要从严管理教师队伍。一方面，
突出激励关怀，营造尊师重教氛围。支
持和鼓励社会组织或个人向依法成立
的奖励教师的基金组织捐助资金，对
教师进行奖励。 省级定期评选表彰福
建省杰出人民教师、中小学特级教师、
省优秀教师。另一方面，以校为单位建
立师德档案制度，将师德档案作为教
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绩效考核和教
师资格定期注册的重要依据，并在教
师信息管理系统中建立严重失德者档
案。同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
还设定师德师风投诉受理部门，广泛
听取对学校和教师在师德师风方面的
意见建议。

“这些钱我们老两口是用不上了，把它
留给需要的人吧。 这样，我心中的大石头就
落地了！ ”2013 年 9 月 9 日，“孙国华奖励基
金”成立仪式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漕桥初
级中学举行。 74 岁的退休教师孙国华将毕生
积蓄 190 万元捐赠给曾任教的漕桥初中，用
于奖励该校优秀师生和资助贫困学子。 仪式
上，孙国华弯腰向大家鞠了一个 90 度的躬，
谦逊地说：“我没大伙说的那么好。 ”

“他感动我的，我想传递下去。 ”孙国华
慷慨捐资助学的事迹， 深深感动了无数人，
大家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奉献自我，传播
大爱，让社会爱心潮涌。

大爱无疆，播种未来。 以无私奉献的精
神去感染人，以真诚的爱心去温暖人，以高
尚的师德去影响人， 以完美的人格去塑造
人，无数江苏优秀教师向社会传递着爱的力
量，让自己美好的人生在教育事业这面火红
的旗帜下熠熠生辉。

81 岁的邵仲义是江苏大学原基建处的退
休教工，2013 年 3 月 28 日， 当人们最后一次
见到他时，他躺在地板上，一旁的电视机还开
着，身子却已和地砖一样冰凉。 或许他没料到
意外会在此刻来临，但对遗产，却早有打算。
邵仲义逝世后，家人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遗
体和近 60 万存款全部捐出。 其实邵仲义从上
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资助学生， 曾捐出 50
万元的 “报恩款”， 受益大学生达 200 多名。
“好人离去后未走完的路，必然会有更多人一
起继续走下去”，邵仲义的爱心事迹如涓涓细
流，滋润和洗涤着无数人的心灵。

2013 年 5 月 7 日，泰州实验学校教师杨
向明永远地离开了。 为抢救一个素不相识的
落水男孩，这位 41 岁的英雄奋不顾身，即使
不谙水性，即使已经筋疲力尽，即使最后一
刻仍可独自上岸，全身而退，他却始终没有
放弃他人的生命。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人
性中最真、最善、最美的东西，而英雄的大爱
精神也正在向全社会传扬。 杨向明的家人拿
出部分烈士家属抚恤金，设立“杨向明弘毅
助学金”， 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完
成学业。 “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愿，相信也是向
明所希望的。 ”杨向明的父亲杨镇祥说。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之一。 “师德师风建设
是教师队伍建设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坚持
不懈地付出努力。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省委
教育工委书记沈健说。 下阶段，江苏省教育
厅将以切实有力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促进江苏师资队伍建设水平的整体
提升。 一是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责任意识，将
师德工作作为学校综合考核和校长考核的
重要内容，切实做到谁主管谁负责。 二是制
定约束和激励机制，规范职业道德，严肃查
处违纪违规行为；鼓励教师为人师表、钻研
业务、教书育人、终身从教。 三是发掘身边的
优秀教师，宣传优秀教师先进典型，树立正
确导向，营造良好氛围。 四是建立社会监督
机制，将师德师风作为全省中小学责任督学
挂牌督导制度的重要督导内容之一，逐步建
立师德师风建设的群众评价机制。

生命是个过程， 死亡只是必然的结
果，但轨迹是自己的色彩和温度，既然不
可避免，那么就无所畏惧，以伟大信念铸
就师者之魂。

景荣春，一位普通的大学教师。 2004
年，因常年超负荷教学，废寝忘食搞科研，
他罹患肺癌。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
《理论力学简明教程》、《材料力学简明教
程》、《理论力学》等著作，以及“全国理论
力学、材料力学网上作业题库”等项目的
研制和多篇论文。直至 2009 年底，他因咽
喉处肿瘤而完全不能发声， 才放弃了讲
课，离开了三尺讲台。

“人总是会死的， 我不可能把我的
知识带进棺材 ，得让它们有所传承和发
展。我从不问医生我还剩多长时间，3 个
月就坚强活 3 个月，1 年就坚强活 1 年，
要让自己最后的生命之路依然有价值 。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们要做的只是在

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努力工作 ！ ”景荣春
始终乐观地说。

正因为有一群像景荣春这样忠诚教
育 、热爱事业 、献身科学的优秀教师 ，才
推动了江苏各项事业的不断进步。 为了
心中的教育理想和信念 ，他们甚至可以
献出生命。

“贾老师，我还想写本书，如果我能活
下去，希望我们能够合作，如果活不成，希
望你替我研究下去。 ”王强生前是盐城师
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教授，这是他临终前
留下的短信遗言，他把工作延续到了生命
最后一刻。 2013 年 9 月 4 日，王强因患晚
期直肠癌病逝，年仅 42 岁。他与病魔苦苦
抗争的 5 年中，以惊人的毅力在《中共党
史研究》、《党的文献》 等专业权威期刊上
发表论文 17 篇， 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
论文 9 篇，并完成著作《中国共产党“劳资
两利”政策研究》。“他从不图名利，就这样

默默无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一生热衷于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学习和传播，逐
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的出色
‘行者’与‘译者’。 ”学校党委书记成长春
这样评价王强。

“这辈子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能解
决一些问题，能给社会留下一些有价值的
东西，就知足了。 ”这是河海大学教授彭世
彰生前说过的话。 2013 年 12 月 15 日，彭
世彰在作学术报告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
了三尺讲台，再没有醒来，享年 54 岁。 作
为我国节水灌溉专家，彭世彰教授学术造
诣精深、教学水平卓著、业务能力突出，他
一生以水为伴，致力于水资源高效利用模
式、节水灌溉理论、灌溉排水新技术及农
田生态效应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研发
出的创新成果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他是从心底热爱他的事业。 ”彭世
彰的师弟殷国玺说。

学是师之骨，德为师之魂。 高尚的师
德，是对学生最生动、最具体、最深远的教
育。在江苏的大地上，有这样一群教师，不
计名利、甘为人梯，“成功不必在我、奋斗
当以身先”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如果辛苦可以换来孩子们的微笑 ，
那徐其军必将在所不辞。 “我就是死，也
要死在讲台上 。 ”徐其军现为南京市六
合区竹镇中日友好希望小学教师 ，这位
身患绝症的年轻人曾向命运发出呐喊 ，
向死神发出挑战！ 12 年前，徐其军被检
查出患有肾衰竭症及尿毒症。 可他休息
还不到 1 个月 ，就又以饱满的热情忘我
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 病魔无情地
折磨着他 ， 每天早晨他都会恶心呕吐 ，
白天嗜睡 ，睁不开眼睛 ，下班时腰酸背
痛 ，晚饭后累得上不了床 。 但他仍旧每
天最早上班，最迟下班。 “我们这边都是

山里的孩子 ，学习条件不如城里 ，我能
做的就是给他们多一点关心 ，让他们学
到更多的知识 。 ”这是徐其军坚守乡村
的唯一理由。

正是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对教育理想
的执着追求，在这些普通乡村教师的身上
汇聚了平凡与伟大。 他们淡泊名利、扎根
乡土、坚守讲台、真情奉献，书写了时代最
伟大的章节。

邵海霞是滨海县滨海港经济区第二
中心小学教师，从教 25 年来，她深知农村
学子求学不易，更明白留守儿童内心的孤
独，于是先后收留 16 名学生，免费给他们
提供吃住和辅导作业。她用自己柔弱的身
躯，为留守儿童撑起爱的蓝天，饱尝艰辛，
却甘之如饴。 “苦是苦了点，但为了学生，
心里是甜的。 ”邵海霞说，“我们学校 80%
以上学生是留守儿童， 让他们到我家来，

给他们多一点关心和爱护，是我的责任。 ”
为更好地照顾留守儿童，邵海霞甚至连续
3 次打报告请辞副校长职务，心甘情愿地
当一名普通教师。

“我愿意永远做一株扎根在乡村教
育土地上的向日葵， 每天执着守望着一
株株破土而出的 ‘小向日葵 ’，我们一起
面朝阳光、心怀希望地成长。 ”与邵海霞
一样， 郁雪群也在努力为留守儿童插上
梦想的翅膀。 郁雪群是邳州市邢楼镇耿
庄小学教师，12 年的教育历程中，她先后
6 次主动要求调往更偏远的村小，她用课
余时间， 历时 8 年创办 6 个学生家庭读
书点，方便周边孩子阅读，并长年为促进
乡村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终身发展奔走乡
里，风雨无阻。 谈起这些，郁雪群只是淡
淡一笑，“看到孩子们快乐， 所有的辛苦
就都值了。 ”

淡泊名利———“苦是苦了点，但为了学生，心里是甜的”

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
倦；只有热爱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
才能成为学识渊博、 善于创新的教育行
家。 27 年来，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吴邵萍始
终将学习作为自己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
泉。 从一个中师毕业生一直学到大专、本
科、研究生课程班，从一名普通的幼儿教
师成长为一名研究型、专家型教师，吴邵
萍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还结合
教育教学实践，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和省级
课题，有效解决了一些教育改革和发展中
的前沿问题。正是因为持久而深入的学习
和研究，促使她迅速成长，成为幼教领域
的领先者、先进教育思想的实践者、科学
育人的示范者、青年教师的引领者。

科学的教育思想的形成， 既需要教

育者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不断提升， 又需
要坚持不懈的探索与实践； 既需要追求
崇高理想的勇气，也需要不怕困难、静心
求索的态度。 “我从事教育事业已经 32
年，要是能再干上 30 年该多幸福啊！ ”南
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校长杨瑞清 ，18 岁
来到这个当初还是山沟沟的地方当教
师，32 年不曾离开。 1985 年创办行知小
学 ，1986 年进行不留级实验 ，1991 年获
得全国“学陶”成果一等奖……他努力践
行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 ，教
学做合一 ”的主张 ，试过办校办工厂 ，写
下了五六百万字的教育日记。 如今，行知
小学也逐渐成为中国乡村教育对外交流
的重要窗口。 “行知教育是一部永不完稿
的诗篇。 ”杨瑞清说。

南京林业大学张齐生院士曾 7 次获
国家科技大奖。从 1981 年开始，他废寝忘
食，如梦如痴地研究竹子，致力于填补国
内竹材工业化利用的空白， 用 7 年破解
“竹子高温软化展平” 的世界难题， 历时
17 载研究开发竹木复合板， 十几年专攻
“农林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术”，为竹材的
工业化利用开辟了一条新路，使我国在这
一领域的研究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

作为我国和世界竹材加工利用研究
领域的开拓者，如今年逾古稀的张齐生仍
未停下脚步。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从事科学
研究和教学活动，他放弃了节假日的休息
时间，不顾高龄，每年平均出差百余天，与
工人、农民亲密接触，继续书写属于科研
一线教师的时代传奇。

严谨笃学———“教育诗篇永不完稿”

忠诚教育———“伟大信念铸就不朽师魂”

无私奉献———
“他感动我的，我想传递下去”

爱是教育力量的源泉， 是教育成功的
基础。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李吉林“一切为了
儿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对“师爱”最好
的诠释。 从教以来， 她始终立足于教学一
线，遵循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牢
固树立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和教师观，对
每名儿童都一视同仁、无私奉献。 她常说，
孩子的心灵最纯洁，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美
丽的花，教师应该热爱每个孩子，爱孩子是
教育工作的核心， 教师要将爱心倾注在每
一位孩子身上。

如今，70 多岁的李吉林依然每天出现
在校园，继续着她的研究与探索。 “她热情
地追逐着生活中和儿童心灵中一切美好的
东西， 用真挚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拨动儿
童的心弦，书写明天的诗。 ”原中央教育科
学研究所副所长潘仲茗曾这样描述她。

其实，像李吉林这样的爱心使者，在江
苏省教育系统中还有很多。 “从那天见到残
障儿童起， 我内心就涌动着一种强烈的渴
望，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刘
嫣静是苏州市金阊培智学校校长 ，12 年

前， 还是一名幼儿教师的她来到该校义务
教学，孩子们无邪的眼神和蹒跚的身影，始
终印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 于是，她放弃
原本的职业，投身培智学校，并主动任教全
校学生智力水平最低、能力最差的重度班。
有的学生排遗控制能力差，常弄脏衣裤，刘
嫣静从不嫌脏嫌臭，帮他们一遍遍换洗，她
总是像妈妈一样爱着每一个孩子。

八旬老人周火生是昆山市千灯镇中心
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 1993 年，他从电视
里看到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安徽省金

寨县希望小学建成开学。 镜头中那些山里
孩子渴望上学的眼神，深深触动了周火生，
同时也坚定了他捐资助学的信念。 近 20 年
来，周火生往返昆山和安徽的“爱心之旅”
达 85 次， 共带去募集善款 800 多万元，其
中他个人捐款 36 万元； 协建 5 所学校，并
为 10 所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为希望小学
送去上万册图书、数千件衣服，以及近百台
电脑等物资；资助学生 700 多名……“只要
我走得动， 我就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
孩子。 ”周火生说。

爱生如子———“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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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晶晶深入小学做教育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