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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养成君子人格
○徐璐 （曲阜师范大学）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堂做了一
个著名的演讲，题目叫《君子》，他以“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勉励学子们养成君子
人格。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
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人格境界，为历代知
识分子所追慕，塑造了一批又一批中国
的脊梁，挺立着中国人的精气神。君子
人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
容，对于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的
人格养成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君子，最早是指贵族，乃就社会地位
而言。西周时贵族通常说来有教养有德
行，凡君子必须要有德，可以说是有位而
有德。随着贵族精神的衰败，春秋末期
的孔子对君子涵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
诠释，突出“德行修养”，主张凡有德者皆
称君子，可以说是有德而有位。君子人
格从此成为儒家的理想人格，君子也成
为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流砥柱。如何培
养君子人格？古圣先贤对此作了诸多论
述，其中在《论语》等儒家“四书”中阐述
尤为集中和深刻。儒家强调“成人”，即
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道德人、
文明人。而成人的重要标准就是培养君
子人格，成为君子。当然，在君子之上，
儒家还提倡“希圣希贤”。但对于普通人
而言，君子人格无疑更具普遍意义。孔
子曾经这样简洁地表述他对培养君子人
格的认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当前，我们可以对这四个方面进
行现代诠释和转化。

志于道。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
于崇高位置。所谓道，可以理解为追求
的理想、内心的信念。志于道，就是要树
立高远的志向。惟有如此，才能使生命
拥有意义。君子所追求和关切的就是
道，“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孔子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主张士人的根本任务就是“尚志”。
纵观历史，凡是有所成就的人，无不是胸
怀大志、心中有坚定信念之人。有些人
尽管头脑聪明、颇具才华，却因丧失志
向、迷失方向，致使一生碌碌无为。现
在，一些人躲避崇高、抛弃理想，令人担
忧。培养君子人格，应特别重视理想信
念教育，使人做到志存高远。

据于德。据有依据、凭借的意思。
据于德，就是以德树人。“国无德不兴，人
无德不立。”揆诸历史，确乎如此。那么，
德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德和道
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夫道者，所以明德
也；德者，所以尊道也。”德是源于道的东
西，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所在。儒家
强调“人禽之辨”，就是要人明晰人之所
以为人的根本所在，认为人丧失了道德
就无异于禽兽。故《孟子·滕文公上》讲：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在
人具备了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条件之后，必

须加强道德教化，使人知道并实践伦理规
范、道德义务。如今，很多人在物质主义
的诱惑下忽视了道德修养。培养君子人
格，必须要用道德滋润自己的心灵。

依于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
之一，内涵十分丰富。《中庸》说：“仁者，
人也。”仁可以视为人的本质所在。大体
言之，仁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自省，二
是爱人。因此，依于仁，就是指人应该以
自爱之心反省自己、以仁爱之心对待他
人。儒家认为人的一大优点就是能自我
反省。所谓自我反省，就是将心向内关
照，反思自身的不足，这是自爱的表现。
学会自我反省，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进
步的基石。同时，儒家认为人天然地生
活于社会关系之中。作为人，就应该做
到爱人。爱人的起点在于孝亲，然后以
同心圆的形式外推，亲亲而仁民，仁民而
爱物，实现人的身心和谐、人际和谐乃至
天人和谐。当今社会，许多人不知自省，
喜欢怨天尤人，并在社会竞争压力日益
增大的情况下丧失了爱的能力。因此，
激发人的自爱与爱人之心，让爱回归内
心，确立“居仁由义”“仁以为己任”的人
生信念，是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途径。

游于艺。艺在孔子时代专指六艺，
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时移
世易，今天我们当然不必也无须固执于
六艺，而可以泛指各种艺术、技艺。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用了一个“游”字，它
意味着游于艺是以轻松活泼的姿态完成
的。一些人批评儒家讲道德，过于严肃
呆板，缺乏轻松活泼的一面。其实，孔子
的生活与生命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艺
术的情调。后世的士人君子多数也都是
浸染于琴棋书画等艺术的世界，借以丰
富生命的色彩。今天的人们往往重视实
用技术的训练，漠视艺术的修为、情操的
陶冶。培养君子人格，绝非单纯的道德
说教所能奏效，必须将道、德、仁、艺等完
美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培养出内心坚强
而柔美的现代君子。

（《人民日报》 2015年2月16日）
延伸阅读：《君子之道》 （余秋雨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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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宗刚，中共党员，湖北省教育学会中
学数学会员。历任温泉中学校团委副书记、
年级主任、团委书记。2011年担任咸宁市温
泉中学副校长。

他热爱教育事业，勤于学习，肯于钻研，
敢于创新。从事班主任工作，他注重科学的
教育管理观念，注重创建良好的班风。他连
续担任 15年班主任、6年年级主任，学生多
次在各级各类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对于
数学学科的教学，他有自己独特的理念和实
践，他认为数学教育重在对学生学习兴趣的
发掘和培养，重在对学生发现规律、认知规

律过程的引导和设计，让学生体会和发现知
识的乐趣、探索规律的过程和体会发现知识
规律的乐趣，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大胆探索教学改
革，积极推进素质教育，成绩斐然。他主讲
的公开课荣获省一等奖、国家二等奖。他在
各级各类刊物已发表多篇论文，主编、参编
教学著作 6本，多次参与人教社教材及教学
用书研讨、编写工作，主讲的示范课由人民
教育出版社录制成光碟在全国发行。他先
后受聘为湖北省中小学校本教研指导教师、

“农村教师素质提高工程”培训授课教师。
他多次受人教社邀请赴武汉、贵州、四川等
地授课。他多次参与课题研究工作，承担湖
北省重点课题“湖北省中小学教师职业素质
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研究”，担任总课题组
指导专家，并主持承担“教师职业素质评价
体系”案例研究，已经结题。

他先后荣获 2001年咸宁市“首届骨干
教师”；2002年咸宁市“首届模范班主任”；
2007年“第二届咸宁市十大杰出青年”；2008
年“咸宁市共青团工作先进个人”；2011年

“全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荣誉称号。

曾经问过她，教师这个职业赋予了
她什么？她回答，是心灵的滋养。于学
生，她只是短暂的同行者，而于她，学生
给予的太多。很多时候是学生们在影
响她，教育她，让她在思考和感激中成
长。

不少人说她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教出来的学生也非常有性格。在她看
来在最任性最炽热最精彩的年龄不是
应该有放肆的青春吗？需要的是引导
而非强制改变。因为给了他们自由的
青春，她坚信她给的三年一定是学生愿

意回忆的。不少学生毕业后和她成为
了朋友。有学生来信这样评价作为老
师的她：“凝视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和自己一样的生命。记录着如何生活，
如何欢笑哭泣，如何美好，如何真实存
在着——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这，大
概就是唐蕾老师执着的初心。

唐蕾，从教至今荣获诸多荣誉：
2007年共青团咸宁市委授予“全市优秀
共青团干部称号”；2007年共青团咸宁
市委，咸宁市教育局“先进个人”；2007
年“湖北省首届初中新课程教学精英
赛”英语案例点评一等奖；2011年全国
中学生新课程英语语言能力竞赛优秀
辅导教师一等奖；2012年 10月咸宁市
英语优质课一等奖；2012年 10月湖北
省英语说课一等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
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多人次获全国一
二三等奖；参与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
五”规划课题“咸宁市中学英语校本教
研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09B353），八
次荣获校先进教师，先进工作者，优秀
班主任。

班级是班主任的第二个家，甚至是
付出心血比家还多的地方。营造良好的
班级氛围，不仅能提高工作质量，更能提
升班主任的幸福指数。

一、用心培养好习惯，让学习更轻松
学生每多一样好习惯，学习就轻松

一分。让班主任头疼以及生气的常见问
题：一是学习习惯方面的问题，如不按时
完成作业；二是行为习惯方面的问题，如
卫生意识差；三是情商类的问题，如和老
师顶嘴等等。因此，帮助学生培养好习
惯，是班主任的首要任务。

举个例子，如早读大声读书是个好
习惯。每天早读时间，从走廊走过，读书
声音洪亮的班级成绩一定不会差。班主
任强调得多，读书质量会好些，科任老师
对背书要求高的班级也会好些。指望学
生自觉养成这个好习惯有点难，班主任
的作用很关键。我的做法很简单，提出
早读任务和要求后，读书效果不好就批
评课代表。挨批评后，课代表就有压力
了，就得动脑筋想点子。于是语文代表
就联合英语代表一起来，领读齐读自由
读，读不好就叫停，不认真读的同学就批
评，效果立现。最容易干扰读书的事情
就是交作业，所以我要求各科课代表早
读开始后 3分钟内送走作业，做不到要
受处罚。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基本能
达到要求。这个好习惯直接作用于语文
英语两门学科，还有助于培养学生踏实、
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培养好习惯就是
一遍遍的纠正错误的过程，贵在温柔地
坚持。

再举个例子，科任老师和学生的冲
突往往让班主任很尴尬。一方面，担心
影响科任老师和本班的关系；另一方面，
科任老师的处理方法有时有不当之处，
容易引发学生的抵触情绪。七年级新生
一进班，我就告诉学生：真正让老师生气
的不是错误本身，而是学生犯错后的态
度。我问学生:当老师生气发火了，你想
不想轻轻松松解决问题？想！那你就真
诚的说“对不起”。如果老师还生气，你
就说“老师，我错了。”你再观察老师的神
色，如果还生气，你就说“老师，我一定改
正，不会有下次。”学生的情绪管理这么
好，老师一般都会冷静下来。学生哪有
不犯错的？错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时，
老师越生气只会越理亏。老师会被你的
度量深深地折服，任何时候都要高看你
一眼。学生欣然同意。

二、“修理”好学生，深戒骄娇二气
之前我讲过，早读达不到要求就批评课代表。课代

表当然是好学生，那为什么要多修理好学生呢？学生的
成绩必然会有差别，优等生往往更易受到老师的青睐，会
产生骄娇二气。为学生健康成长，要深戒好学生的骄娇
二气。“骄”指有些优秀生倚仗成绩优异，歧视后进生；在
班规方面踩红线。“娇”指优秀生从小到大听多了表扬，恃
宠而娇。比如，犯了同样的过错，老师对好生善解人意，
对后进生冷若冰霜，就会导致他们不容易融入班集体，班
级管理规则混乱，民怨沸腾，戾气滋生。可以说，当今，身
为独生子女的好学生毛病不比后进生少，虚怀若谷，乐于
助人更是严重缺乏的宝贵品质。基于以上分析，“修理”
好学生很有必要。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而且，从七年级
到高二的青少年学生正处在从接受权威影响向接受同伴
群体影响的转变趋势，好生的榜样作用不容忽视。班主
任既要让优秀生发挥其榜样作用，又要“修理”好学生，防
止一些不好的倾向发生。

三、常讲“阳春白雪”，让学生境界更高远
所谓“阳春白雪”，指的是大道理。学生一般都反感

老师家长的大道理，但是，大道理毕竟管着小道理，学生
爱不爱听，关键看你怎么讲。青少年学生正是人生观世
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讲大道理肯定是管用的。

就拿读书目的而言。纵观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现
象，读书人往往以济世为己任。从“齐家治国平天下”，到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到“先忧后乐”，历代优秀读书人无不以天下苍生为
怀。有人说这太遥远，但近代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还有无数优秀学生为救国难投笔从戎的例证足以说
明传统还在。每当国家民族遭遇外侮，挺身而出的读书
人比比皆是。这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中华民族的精
神所在，这是需要传承的。当前祖国和平，但仍需强大，

“为国读书”的大道理会让学生关注点变得高远，心胸开
阔，学习动力内化。

大道理不是时装秀，大道理永不过时。为什么今天
不好讲呢？原因很多：全社会向钱看了，一旦拿钱论短
长，老师说服力就不够了，有些老师自己都不相信大道理
了，怎么能让学生信呢？老师读书少了，讲不好；老师盯
着分数，没空讲。这些都导致“阳春白雪”没市场。

但是，如果老师能讲好大道理，能讲到学生心里去，
能讲得学生眼神放光，能讲得学生屏住呼吸，哪怕只一
次，这个学生今后的世界都变了呀。也唯有如此，老师才
成其为老师，才能真正走进学生心里。

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班主任工作貌似
琐碎，实则处处凝结了老师们的思考和智慧。不断学习
和成长，让自己浸润在和谐进取的班级氛围里，不仅学生
们受益，自己也会感受到这份职业特有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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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以“智慧入心”为题，用工作中
发生的故事为个案，描绘出“亦师亦友，渡
人渡己”的育人观，为我们解读了于洁老
师的班主任成长过程。“用心用情”的教育
方式不仅让更多的学生受益，也改变了到
会的每一位教师的教育态度。

本次报告会，容量大、层次清晰、语言
优美，真情实感的案例让我们在激动之余
轻松领悟了于洁老师的教育情感，分享了
她的教育经验。这里，说说对我影响最大
的三个话题。

一、用心记录教育过程，从点滴中寻
找教育机会

于洁老师深知教育不只是学校单方
面的责任，家长参与到教育中来，双方形
成教育合力才能对学生实施效果更好、效
率更高的教育，所以在班级管理中她摸索
出了与家长沟通、共同教育的模式——使
用家校联系本。家校联系本，建立起了长
期有效、涵盖每位学生的家校沟通方式，
让彼此都能够深入的了解学生，为实施平
衡、和谐、有序状态的教育打下了基础。

家校联系本，帮助于老师班级的一个
女生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重新建立起对

生活的希望并终于走出生活困境的故事，
让听者大受感染，感叹于老师的细心和用
心，给了这个学生站起来、重新面对生活
的勇气。

于洁老师的教育不仅仅是教给学生
知识，更是对学生心灵的引导，给他们的
人生指明方向，是在学生遭受困难和挫折
的时候给予他们站起来的勇气。“我从来没
有想到我的家校联系本成为一个天堂里的
父亲留给女儿的绝笔，留给女儿永远的念
想。那一瞬，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竟是如
此有意义，上天借我的手把深深的父爱永
久地放在了她的心里。”这是于洁老师发
自内心的感慨，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除此之外，家校联系本要求班主任必
须关注每一位学生，避免了对部分学生的
忽略，可以让任何一朵不起眼的花朵都能
得到阳光雨露，我想，也许我一年写不了
27万字，但我可以尝试从一万字开始。

二、用情对待每一位学生，期待每一
棵草儿都会开花

在教育过程中优秀学生往往更更容
易受到老师关注，不少后进生在努力教育
了一段时间后往往被忽视或放弃。于洁

老师对学生这样说：“我走得很慢，但我从
不后退”，“你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你
注定辗转却终究不死，每一棵草儿都会开
花，就算遍体鳞伤，也要赢得漂亮”。

正是这种持续的真情期待，感染了一
个个后进生，让他们对学习重拾信心，满
怀热情的投入到学习中去。“到了初三了，
像我这样的‘差生’，老师不是应该放弃了
吗？为什么她还会用那么清澈的眼神看
着我，用那么纯粹的眼神鼓励我？我要向
大家证明我也能做小强！”。是啊，只要我
们不间断的给予草儿阳光、雨露，那，每一
棵草儿都会用花朵回馈我们。

于洁老师改变了我对教育成绩的评
价标准：衡量一位教师教育的成功与否不
应该看多少学生成就了他，而是应该看作
为教师的他成就了多少学生，让每一个学
生进步才是成功的教育。于洁老师在她
的教育生涯中，一次次将失去信心的学生
从教育的边缘拉了回来，让他们重新面对
学习、面对生活，在他们的心中燃起希望，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教育。

三、坚信一切皆有原因，耐心处理教
育偶发事件。

在“洋葱头男生”的故事里，于洁老师
没有用她的权威强制这位男生把头发剪
掉，而是选择用时间和耐心的工作改变学
生的认识，她认为一切现状皆有原因，草
率而强硬的去改变学生，是可以迅速达到
单一的目的，但是副作用太大，可能会给
学生心理留下阴影，这不是教育的初衷，
也达不到教育的最佳效果。

于老师采取多种方法发现孩子的闪
光点，从而慢慢走进他的内心，取得他的
信任，在时机成熟时提出自己的期望，最
终如愿以偿的让男生剪掉长发。从于老
师展示的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阳光
帅气的男生，可以看到他完成了一次人生
的蜕变。“这个男孩子也许他的一生就是
这样地注定漂泊，但是我不会再为他担
心，他的头发短了，脖子露出来了，手臂露
出来了，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变
得阳光了。”

曾经的我，喜欢用“快刀斩乱麻”的方
式改变学生的错误和缺点，经常感受到学
生的抵触，于洁老师用她的教育故事向我
们诠释了教育是慢的艺术，需要耐心和恰
当的方法。

于洁老师的讲座，更激发了我对教育
事业的热爱，让我找到了优秀教育者成长
的方向，作为教育者，热爱教育，坚持下
去，就是成功。我相信，只要像于洁老师
一样执着教育工作，享受教育快乐，就能

“智慧入心”，就会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
生活方式，教育的梦想就能实现。

做“智慧入心”的老师
——听于洁老师报告会有感

○徐建伟 （政教处主任）

情注书法 写出精彩
——记我校生活老师钱红梅

2014年 11月 20日上午，记者来到市
温泉中学寄宿部，孩子们都上课去了，宿
舍里空荡荡的，而此时，钱红梅正在房间
里练毛笔字，认真的样子让记者不忍心打
扰。

面对记者的到来，钱红梅显得有点窘
促。“我平时没什么事，就喜欢瞎写点字，

不 是 专 业
的 ，写 着
玩。”记者
看 着 她 桌
上 刚 刚 写

好 的 一 首 古
诗，仔细掂量，

每个字都有板有
眼，看得出她练字已

有许久。
也许在人们的印象中，寄宿部的生活

老师只会照顾学生的生活起居，但钱红梅
却打破了这个怪圈：生活老师也可以过得
很充实，精彩。

据了解，钱红梅在温泉中学当生活老
师已有十年之久了，像其他生活老师一

样，每天除了督促学生按时睡觉、起床，晒
干的衣服记得收等饮食起居以及做好寝
室的清洁卫生外，天气好的时候还要嘱咐
学生把被子拿出去晒晒，天凉时还要嘱咐
学生记得添加衣服……在学生的眼中，她
虽是老师，但更多的时候俨然是一位“妈
妈”。

“孩子们上课，我就在宿舍里练字，孩
子们回来了，会跑到我宿舍来，让我教她
们写毛笔字。”说起写毛笔字，钱红梅一脸
兴奋：“在执笔时，手掌心要空虚，像握着
一个球样东西似的。要做到这一点，五个
手指的指节必须向外凸出，特别是拇指的
指节不要凹进去，而无名指和小指也都不
要碰到掌心，这样可使筋骨肌肉放松，有
助于手中毛笔运转自如。”

记者发现，钱红梅的写字台旁，有厚
厚的两摞已练完的字帖。桌子上各种型
号的墨水、毛笔，显得她格外专业。

不仅如此，钱红梅的生活里书法无处
不在，书桌上的书都是书法类的，手机里
的照片全部都是从网上下载的书法字帖，
微信朋友圈里全是她分享的自己的书法
作品，获赞无数。

采访结束时，钱红梅说：“作为一名生
活老师，平时更应该多学一些自己感兴趣
的东西。在空闲时间里，静下心来，认认
真真地练字，这不仅是一种享受，也是祛
病强身，增进健康，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充
实而有意义所必需的。”

（摘自《咸宁日报》 2014年11月27
日 记者吴晓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