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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青年教师德性教育的现实意义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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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德性教育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高校青年教师的道德素养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
更为直接，更具示范引导作用。加强德性教育有助于提高高校青年教师的道德素养，培育他们的道德理想，提升
其精神境界。高校要充分把握青年教师群体特征，紧扣时代脉搏，回归生活世界，在理论方法、实践过程、载体
选择上不断创新，加强青年教师德性教育，促进青年教师全面发展，引导广大高校青年教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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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大学生年龄接近的青年教师群体，是高校教

育工作，引导他们以德育人，以德治教，敢于付出和回

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高等教育事业科学发

报社会，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和生

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思想政治素

活条件的改善。

质和道德情操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更为直接，具有重

“纵观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现实情况，其思想政治

要的示范引导作用。为此，中共中央在深入贯彻落实党

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同时，广大青年教师还

的十八大精神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加强高校青年教师队

具有一定的道德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注重通过学

伍建设，提高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促进青年教师全

习和自律不断提高自身职业道德水平”。 当前，高校青

面发展，引导广大高校青年教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年教师的道德状况越来越受到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其

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于近日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

价值选择越来越体现出“自我相关性”，他们在承担社会

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为今后一个时

责任时更加关注自我发展与物质利益。部分高校青年教

期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

师过多地关注自我利益，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强，理想

一、高校青年教师德性教育的提出背景

[1]

信念模糊化，价值取向功利化，道德行为失范化，与师
德要求形成强烈反差。正如中央 16 条意见指出的：“少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新思想、新情况、新问

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职业情感与

题、新矛盾不断涌现，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职业道德淡化、服务意识不强，个别教师言行失范、不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临着

能为人师表。” 走出当前道德教育困境的重要突破口正

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高校青年教师在社会转型期与多

在于加强德性教育。

元文化背景下，道德状况和价值选择正在悄然发生嬗变。

[2]

在古希腊，德性泛指使事物成为完美事物的特性或

一是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社会、工作、家庭三重压力，往

规定，是“功能的卓越发挥”。狭义的德性是指人的优秀

往顾此失彼，高压之下，身心疲惫。二是由于高校青年

的道德品质，是人向善求福、自我实现的心理定势和价

教师承担着教学与科研双重职责，而他们的影响力、科

值取向。近代以来，德性论在伦理学中逐渐丧失了话语

研环境和教学认可度往往不如年长教师，难免导致部分

权，与之相对的规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指引着公共道

青年教师心浮气躁或出现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三是由

德生活的运行。日趋严峻的道德困境又重新唤起人们对

于高校教师的待遇是与职称或学历挂钩的，导致青年教

传统德性的美好回忆。美国学者麦金太尔认为“自从亚

师的待遇较低，很难满足他们日常所需，供房、养家、

里士多德目的论的信念受到质疑以来, 道德哲学家们试

照顾老人和小孩。基于这三方面，高校青年教师的发展

图对道德的性质与地位提供某种替代性的合理的世俗解

环境需要改善，但重中之重是要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教

释, 然而, 所有这些尝试，尽管给人多种多样的印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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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都失败了”。 所以他在《追寻美德》中提出要追寻

有着更多的共性，更容易被学生学习效仿。中央 16 条意

亚里士多德式的美德。该著作被认为是德性论复兴的重

见指出：
“青年教师与学生年龄接近，与学生接触较多，

要标志。在当代社会，一方面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影响更直接，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

另一方面，道德困境不断加深，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受到

德情操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

拷问。在这种境遇下，德性论的价值被重现发现，德性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

的光辉显得愈加辉煌灿烂。德性教育就是以培育人的德

师的道德素养直接影响到学生的道德状况。教师的根本

性品质、引导人的德性行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重在培

职责在于教书育人，以德为范，用自身的道德品质去塑

育人的道德理想，引导人的精神构建，提升人的精神境

造学生，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因此，加强青

界。由于当代道德教育偏重于规范约束与社会调节功能，

年教师的德性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德性教育，有助

呈现出工具化、外在化和知识化等特点，而失去了其应

于引导青年教师加强道德修养，践行德性行为，在学生

有的精神意义与价值导向，并由此而带来多重困境。走

中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成为学生的“意见领袖”。“在

出困境的突破口正在于使道德教育回归德性教育传统，

‘意见领袖’的信息传播模式中，传播信息不是直接从

使教育对象真正认同道德观念、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培

传播者流向接受者，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的再传播

养高尚的德性品质，成为德性之人。江畅教授在其著作

而到达接受者，这一过程也就是‘两级传播’的传播过

《德性论》中详细阐述了德性教育对于提升道德素养、

程。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青年教师的德性导向必

培育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意义。因此，回归德性教育是

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道德行为，必将有助于教育学

应对高校青年教师道德困境的理论诉求。

生在多元文化环境下坚定道德信念，守护精神家园，过

二、高校青年教师德性教育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
“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

[2]

[4]

一种有道德的生活。

（三）有助于优化青年教师的职业生态，提升幸福指数
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重压力，

结合，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

属于典型的高知高压群体，他们常常感慨“压力山大”。

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
”报告还强调“把

一方面，青年教师承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规定的科研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这充分表明个人品德在公

任务，常常满负荷运转，身心疲惫。另一方面，由于青

民道德素质中的重要性，揭示了德性培育对于道德教育

年教师工龄短、资历浅、职称低、职务低，在论资排辈

的重要意义，为高校青年教师的道德教育指明了方向。

的体制下，他们的经济待遇、职称评审、职务晋升、成

目前，40 岁以下青年教师占高校专任教师六成以上。他

果申报等方面处于较低水平。一部分青年教师产生了强

们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肩负着教书育人的神

烈的职业倦怠感，生活幸福感也大打折扣，其职业生态

圣职责。因此，加强青年教师的德性教育，提升其道德

亟待改进与优化。

修养，培育他们的道德理想，引导他们用高尚的道德情

加强青年教师德性教育有助于从源头上缓解这一困

操与人格魅力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培育出德智体美全面

境。德性教育重在启发人的德性自觉，强调青年教师对

发展的优秀人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道德观念的心理认同，以此去构建高尚美好的精神境界，

（一）有助于引导青年教师加强德性修养，实现青春梦想

在道德生活中积极向善，并把幸福作为最高善而不懈追

高校传统的道德教育往往采取知性教育方式，把鲜

求，在各种道德境遇下都能坚守道德理想，始终做到“发

活的教育过程简化为道德规范的单向灌输，忽视了人的

奋忘食、乐而忘忧”，在纷繁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幸福，

主体性，不注重人的内化过程与心理认同，难以引导人

感受幸福，创造幸福，实现青春梦想。

的外化践行，导致知行不一、知行脱节的现象。在传统
道德教育模式下，道德规范不能从根本上转化为人的道

三、高校青年教师德性教育的路径探索

德品质，不能发挥价值导向与意义建构功能。而德性教

青年教师的德性教育不仅不同于学生的德性教育，

育重在激发人的主体性参与，引导人向善而为，形成稳

而且也不同于高校其他教师群体的德性教育活动。对青

定的道德品质。因此，加强德性教育，有助于高校道德

年教师实施德性教育，需要充分把握这一群体的多维特

教育真正走进青年教师的心灵世界，引导青年教师加强

征，需要紧扣时代脉搏，需要回归到他们的生活世界，

道德修养，培育道德理想，提升精神境界，激发青春梦

在理论方法上、实践过程中、载体选择上不断创新，增

想，敢于有梦，勇于追梦。

强教育的实效性。

（二）有助于发挥青年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成为“意

（一）与时俱进，创新理论方法

见领袖”
高校青年教师在思想行为、兴趣特点等方面与学生

与时俱进，加强理论创新，这是加强青年教师德性
教育的前提条件。当前，高校青年教师德性教育仍然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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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承这些优秀的成果。同时还要与时俱进，紧扣时代

题，形成正确的道德认识和价值取向。

主旋律，把握学术前沿，关注社会现实，提炼新的思想

（三）紧跟时代，借力新型媒体

2013 年

德性教育要把握时代主题，紧扣时代脉搏，不断创

观念、方式、方法去创新开展德性教育，始终用先进的

新载体，用流行、时尚的大众媒体进行传播渗透，切实

理论方法指引整个德性教育活动的开展。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在理论上，要坚持和发展中

增强教育活动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增强青年教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传统的道德教育往往采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

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坚定道路自信、理

媒体施加影响。而在当前新媒体迅猛扩张的形势下，高

论自信、制度自信；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德性

校有必要利用网络、QQ、微博、微信、论坛等载体创新

教育，引导青年教师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中坚持马克思主

开展德性教育。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

义的一元主导地位，抵制道德领域的功利主义和相对主义，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2 年 6 月底，

自觉维护道德的权威，增强道德的话语权。在方法上，高

中国网民数量达到 5.38 亿，连续四年全球第一。2012 年

校青年教师的德性教育要走出狭小的学科视域，构筑起多

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总数达 5.03 亿。新媒体用户数量呈井

学科的视野，综合运用伦理学、思想政治教育学、教育学、

喷式激增，深刻改变着大众获取资讯的方式、话语表达

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比如，伦理学的价值澄清方

方式；同时用户年龄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青年人是使

法、思想政治教育中生活教育方法、显性教育与隐性教

用新媒体的主流群体。而青年教师是使用新媒体最为频

育相结合的方法、心理学的咨询方法、政治学的议程设

繁的群体，因此高校的德性教育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建

置方法等，都可以借鉴、融入到德性教育中。

立互动平台，深入青年教师，融入青年教师，及时了解

（二）注重实效，回归生活世界

其道德现状，并持续跟进。要运用新媒体关注青年教师

与学生相比，青年教师社会阅历较为丰富，道德认

的利益诉求，帮助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把解决思想道

知较高，他们对社会道德现象的把握更为客观、理性，

德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主动热情服务，解除

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道德心理与行为倾向。传统的理论

青年教师的后顾之忧，使其专于教学，潜心学术，真正

灌输、报告讲座等教育效果十分有限。因此，高校在对

成为德性之人，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青年教师开展德性教育时，要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活动，

中国梦贡献力量。

把教育活动渗透到鲜活的道德实践中，引导青年教师加
强反思，深化认知，增强情感，锤炼意志，促进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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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e Education’s Re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of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CAO Ju-hua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Abstract: Virtue education aims to cultivate people’s virtue character and enhance their spiritual realm.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morality
has more direct influence on students. So they have more guidance effects. Strengthening virtue education is helpful to enhance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moral sense, and to cultivate their moral ideal and enhance the spiritual realm. The university needs to master young
teachers’ characteristics, grasp the time’s pulse, and return to the life world. And it needs to innovate in theory, practice and carrier. These
help young teachers to promote all-rounded development, and guide them to contribute to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is
the Chinese dream.
Key words: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 Virtue Education; Life 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