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身作则
永远是最万能的教育方法

在各种各样幼稚的谎言背后，

常常藏着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当

你仔细回想，你会发现，孩子很多谎

言，都非本意，反而是被父母逼出来的。

对孩子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

有个妈妈曾经跟我反映：“儿子考试考差了，

费尽心思不让我看试卷，一会儿骗我说老师没发

卷子，一会儿说没带回家，还有一次，直接把53

分改成83分，我气到不行，又打又骂。我担心他

的学习成绩下降，更担心他说谎变坏。”

我反问她：“孩子以前考得不好时，你

也经常批评吗？”她说：“我们家对孩子成绩

看得比较重，所以一直比较严格，考得不

好会有惩罚。”听完这些，我终于明白为

什么这个孩子总爱在成绩上对父母撒谎

隐瞒。

在一个家庭里，做错事的代价越大，

孩子选择说谎的概率就越大。所以，如

果你的孩子总是对你撒谎，很有可能是

因为你不能宽容他的错误。

不给孩子可以诚实的空间

有个学生曾跟我吐槽父母。

小时候，他和同学打架，带了一

身伤回家，晚上洗澡，被爸爸看

到了，爸爸问：“你今天是不是

在外打架了？”学生很害怕，低

着头不敢说话。

“没事，你跟爸爸说实

话，我跟你妈不会骂你的。”

他信了，就跟爸爸说了实

话，结果爸爸出尔反尔，

还是逃不过一顿胖揍。

学生开玩笑地说：

“从那时候开始，我对

我爸爸说的谎越来越

多。”

一个孩子越大越不愿意对父母说实话，

大多数是因为失去了对父母的信任。

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学会撒谎

的？其中一个回答是：当你犯了错，父母希

望你诚实。然而，在你诚实之后，换来的不

是对诚实的嘉奖，而依旧是责备和打骂的时

候。

与其说孩子爱撒谎，不如说是大人堵住

了孩子诚实的路。因为，诚实的结果那么糟

糕，还不如直接撒谎，说不定还有机会不被

戳穿。

经常问招致孩子撒谎的问题

有的父母很执著于“揪出谎言”，明明知

道问题的答案，假装不知道，像侦探似的审

问孩子，一旦孩子撒了谎，就跟猫逮住老鼠

一样，揪住不放。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明知道孩子打碎了杯子，却问“是不是

你干的？”目睹孩子在电脑前玩，却问：“又

玩电脑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孩子很容

易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于是父母大发

雷霆：这孩子做错了事，竟然还要说谎骗

我。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大人在有意提

供让孩子撒谎的机会。而且，明知故问常常

让人感到生气。当你当场揭穿孩子这些笨

拙的谎言时，孩子比起做错事的不安，更多

是愤怒和羞愧。

这样一来，孩子不但不会改正，以后可

能会变本加厉地撒谎、圆谎。模仿是孩子

的一种本能，父母满嘴没实话，孩子经常撒

谎不足为奇。想要孩子诚实，大人一定要

努力创造一个诚实的家庭环境，如果身边

的人很少撒谎，对孩子来说，就是非常好的

榜样。

以身作则，永远是最万能的教育方法。

（新华网 北京青年报）

6月25日下午，万祥文教论坛邀

请到万祥图书馆名誉馆长、泉州市教

育局原局长、泉州经贸职业学院原党

委书记郑文伟教授，解读《中国教育现

代化2035》重要文件。万祥文教论坛

由石狮市祥芝镇人民政府、石狮市教

育局、石狮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石狮

日报社主办，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石狮校区、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

儿园石狮校区、石狮万祥图书馆、万祥

文教基金会（筹）承办。

论证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把国民对

教育现代化的期待，用文件表述出来，

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

中长期战略规划。郑文伟围绕该文

件，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由“三字经”

说到“大数据”，由教育现代化背景到

现代化方法，全方位思考教育现代化

该如何落地。他提出教育现代化在理

念上应做到“以德为先，以人为本，知

行合一”，并在教育内容、方法上提出

具体实施措施，为我市教育界领导、教

师提供借鉴。

“什么是教育现代化？”郑文伟从

多层面论证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性。他

认为，“现代化”具有时代性、多维性，

根本动力是人的需要，人的现代化是

根本标志，而高素质的国民是需要靠

现代化的教育来培育，所以没有现代

化就不可能有国民的现代化。

阐述理念落地需解决的问题

其中，郑文伟提出，教育现代化需

要特别关注教育理念的现代化。《中国

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了推进教育现

代化的八大基本理念：更加注重以德

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

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

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

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明

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原则：坚

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优先

发展、坚持服务人民、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依法治教、坚持统筹推进。

郑文伟将八大理念概括为：以德为

先、以人为本、知行合一，并大篇幅阐释

该理念。首先坚持以德为先，他提出需

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改正对德的“妖

魔化”认识，认为“老实人吃亏”等观念；

二是赋予“德”新的时代内容，在全球

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不仅要重视个

人品德，还应高度重视一个人社会公德

的养成；三是率先垂范，家长老师做好

榜样作用；四是解决好“德”落地问题。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贯穿以人

为本的思想。教育的对象是人，以人为

本就是要求回归教育的原点，从人的成

长需要出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

展，为了人的健康成长；教育的本质是

人的自我教育，发挥人的主体性。郑文

伟在阐述以人为本的思想时，结合《中

国教育寻变——北京十一学校的1500

天》，阐释了一个以学生为本的校园模

板，多年来教育出来的学生都具有“自

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且多才多艺，

积极向上，具有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和

家国情怀。

在阐述“知行

合一”理念时，郑文

伟提出，教育要将知

识的传授向思维能力

的培养和学习兴趣、学

习能力的转变，当然，也

不能因此否定基础教育阶

段对各个学科基础的掌

握。古人“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的就是

知行合一。

教育内容及方法的
现代化

郑文伟同意马云的观点：我们

必须向年轻人传授那些机器人无法

做得跟人类一样好的东西。这是人

工智能高度发展后，对人的工作的冲

击，所以教育现代化是在于培养什么

样的人的问题。十九大以来，更加突

出培养“德智体美劳”五方面均衡发展

的人才，这也是我国培养人才的目标，

为重构教育内容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指

导方向。但郑文伟也指出，以学科为

基本形式的教育教学活动还会长期存

在，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自觉地将

学科相互渗透作为学习常态。

再谈到教育方法的现代化，郑文

伟从师生关系、互联网及人工智能在教

与学中合理有效运用具体谈及如何将

教学方法现代化。其中，他着重讲述了

互联网、人工智能在教学中可以发挥什

么作用，应该规避哪些风险、不足。

（记者 高荣芳 通讯员 傅乐圣）

万祥文教论坛第十二讲解读《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郑文伟：
践行“以德为先、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理念

2019年7月1日

家 校 互 动
三 名 风 采T4

个 人 简
介：柯丽红，女，
汉族，1976年12

月出生，大学本科

学历，教育学学士

学位。中共党员，一级

教师，现担任第五实验小学

德育处副主任，任教语文学科。

2018年9月荣获石狮市首批“名班主任”称

号，曾被评为“福建省优秀班主任”“泉州市

优秀班主任”“石狮市先进教育工作者”“石

狮市教育信息先进工作者”“石狮市优秀辅

导员”“石狮湖滨街道优秀教师”，所带班级

多次被评为泉州市先进班集体、石狮市先

进班集体，年度考核多次优秀，个人参加或

指导教师、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成绩优

异。

典型事迹：
柯老师自1995年师范毕业，便一直坚

守在她热爱的三尺讲台，总是激情满怀、勤

勤恳恳耕耘。深爱作根，活水为源。因为

有爱，她刻苦钻研，乐此不疲；因为有爱，她

培养学生，倾心奉献。

“教室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

的整个世界。”她，责任心强。作为班主任

或学科教师，她都习惯用放大镜去看孩子

们的优点。对于班里任何一个待进生，她

都从不放弃，无论是行为表现还是因为学

习成绩落后，她都总是给予特别关注关爱，

总是努力让更多的学生在爱的鼓励下喜欢

上学习。她自认为不够聪明，不够优秀，做

事不够高效，但她一直深信，慢工出细活，

勤能补拙，所以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凡事

她重过程，轻结果。总是把挫折，当存折；

把成功，作驿站。在教学中她勇于探索实

践，尤其是阅读方面，泉州市《海峡都市报》

教育周刊“新师说”栏目曾对她所带的班级

绘本教学做专题报道《让孩子“画”出心里

话》，石狮电视台“种太阳”栏目也曾对她所

带班级的班级管理、阅读教学做了一期专

辑。

“付出以真心，必收获以真情。”她，爱

生如子。担任班主任工作21年，她的爱心

和责任心得到了领导、同事、家长们的高度

赞誉，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柯妈

妈”。班上曾有一位庄同学，在读二年级时

不幸患上了老年人才会得的病——脑梗

塞，这使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瞬间跌入万

丈深渊。她不相信前一天还活泼可爱的学

生，第二天就在死神面前徘徊，住进了泉州

的ICU重症病房。为了让昏迷的学生尽快

醒来，她和班上的其他孩子们用了录音诵

读、呼唤等种种的“唤醒”方式。当她得知

生病的学生对自己的声音最为敏感最有反

应后，就一趟又一趟地跑泉州和重症病房

里的学生多说话。为了减轻昂贵的医疗费

用给生病的学生家庭带来的沉重负担，她

帮忙写捐款倡议书，借助网络平台，在学校

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筹集到70

多万元的善款；为了寻找药引子犀牛角，她

还打了无数个省内外的电话向亲戚朋友寻

求帮助，甚至请她在国外的学生帮忙寻

找。终于，这位生病的学生在爱的呼唤下

和死神擦肩而过！尽管现在仍在福州治

疗，但已在逐渐康复中。

“分享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学习。”

她，乐于分享。作为一名有经验的班主任，

她常常在本校或兄弟学校乃至在全省骨干

班主任培训班中给来自八闽的优秀班主任

们作班级管理的经验交流与分享，如讲座

《播种阳光�收获温暖》《班级文化建设先
行》《事事有人做 人人有事做》《用心�用
情�用智》《小主任 大情怀》等。此外，在学

科教学方面，她也曾给同行们作《让语文教

学充满人文性》《关注语文教学评价》《小学

语文课堂问题意识的培养探究》等专题讲

座。

为了让更多的家长更好地学习家教智

慧，提升家教幸福感，并积极参与到孩子成

长路上有效的家教中，她曾先后20多次受

邀到石狮市、晋江市各小学、幼儿园做家庭

教育知识讲座。在家长学校的工作中，柯老

师还在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家校共育模式。

“度过严寒的人最知太阳的温暖，走过

沙漠的人更知水的甘甜。”2014年她作为石

狮市唯一一个参加福建省骨干班主任国培

班的学员，认真参加每一期的研修，与来自

八闽大地的班主任精英们学习、交流、碰

撞，已于2018年顺利结业。此外，她还参

加“构建小学语文‘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方式的途径与方法”“以读为主，书声琅

琅”“学生文明素养教育活动”、“语文课堂

问题意识的培养研究”等多个省市课题研

究，均已顺利结题。她，勤耕笔头。平日里

善于记录工作点滴，撰写的多篇论文、经验

总结参加全国、省、地、市级比赛获奖或汇

编。

“在互助中拥抱幸福。”她，敬业奉

献。无论是担任班主任、辅导员还是备课

组长、年段长、德育处副主任，或是学校交

给的每一个临时任务，她总是欣然接受，

从不抱怨，总是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力求

要做就做得最好，并从内心感谢任务让自

己得到一次次历练，能力一点点得到提

高。她，乐善好施。常常在上班的路上，

把牛奶、面包分享给那些城市环境守护者

清洁工，她和同行的伙伴们把带得最多的

学习用品在旅途中分给需要帮助的藏区

孩子。

乐做教育战线上的常青树——石狮市首批“名班主任”、第五实验小学教师柯丽红

个 人 简
介：陈贞亮，
女，小学高级

教师，现任石狮

市第六实验小学

六年 5班班主任。

从教20年，年年担任班

主任，曾获泉州市优秀班主

任、石狮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市优秀教

师、市教坛新秀、优秀党员、骨干教师等

荣誉，曾获市语文优质课一等奖，多次执

教主题队会活动观摩课，多篇德育论文

在泉州市、石狮市等刊物发表或获奖。

典型事迹：
她是石狮教育战线上一名普通的小

学教师，从师范毕业至今，担任班主任转

眼已20年。她对待班主任工作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有幸成为石狮市首批名班

主任培养对象，更是全力以赴。

她身上有一股韧劲，做事坚持，关爱

学生。担任一年级班主任时，班上的蔡

某某同学手臂骨折，住院手术。傍晚时

分，她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赶往医院去

看望。后来，她利用周末时间到医院给

小蔡同学补落下的拼音课。上学后，小

蔡同学受过伤的手臂吊着，上厕所很不

方便。她二话不说，就带她上厕所帮她

处理事宜。这一帮就是一个月。还有一

次，班上有个女生的电话手表掉进厕所

沟里，急得在厕所里哇哇大哭。她知道

后，赶紧去找来长长的火钳夹，捂着口

鼻，忍着臭气，终于把电话手表从暗沟里

掏出来。这大大小小的事件让她成为学

生们贴心的“亮老师”。

石狮六小刚成立那两年，食堂人员配

备不齐，她不管有没有轮值护导，每天中

午都坚持带班，其中包括协助食堂给学

生们打汤送汤。沉重的大汤勺、滚汤的

热汤，频繁地送汤，无数次的重复，手臂

都发酸发麻。而这一坚持就是两年，她

没有任何怨言。

她珍惜学生一去不复还的金色年华，

用心记录，用爱呵护。五年级下学期，她

带学生参加石狮素质教育基地为期一周

的训练，这一带就是同吃同住同行共五

天。她陪伴学生晨起、用餐、训练、上课、

出行劳动、晚间集会、排练节目、汇操评

比、宿舍整理、加油助威等等，每一个难忘

的瞬间都拍摄照片和视频，及时发送到班

级微信群让家长放心安心，与家长一起分

享孩子的坚强与独立。她带班开始就建

立的班级相册，至今已存近万张她亲自抓

拍的学生活动照片。这些照片，记录学生

这些年在小学校园的每个精彩瞬间，记录

学生成长的足迹，也记录着她对学生对班

级、对教育的一片赤诚之心。

除了记录孩子们珍贵的成长瞬间，她

作为语文老师也极为珍惜学生的才华，

为他们提供写作交流平台，她创办班级

作文报——《梧桐小报》，这样既可以保

存佳作、珠玉共赏，又引领班级写作风

潮。这份作文报一办就是五年，每学期

都出版16期。她还会在学期末，组织学

生整理小报目录、设计私人版封面，并亲

自装订成册。

她非常重视班级环境的每一个细节，

创造良好的环境。例如，多数班级都有

图书角，但是在出借归还方面比较麻

烦。她就在班上增设图书自选超市，美

其名曰“书香满梧桐”，让学生自主选书、

借书，不必作任何登记。以“自漂”借阅

的方式，减轻图书管理员负担，加快图书

的漂流速度，满足任何一个学生的借阅

期待。书以自漂的方式出借，没有任何

登记。要保证一本都不丢失，最好的方

法不是靠归还制度，而是人治——诚信

还书。她不断地强调诚信品质，鼓励诚

信行为。果然，学生在“诚信还书”这方

面做得非常好！

她所带的班级每年的班级环境布置

评比都获得一等奖，年年被评为先进班

级。这些贴满班级荣誉角的奖状，还有

那每个星期班门口都悬挂着的流动红

旗，足以激发同学们更高昂的斗志，更强

的班级凝聚力。

同时，她也非常重视学生能力方面的

培养，为全体学生提供各种展示才艺、能

力的平台，培养锻炼一批班干部参与班

级日常管理，增强班级主人翁意识，组织

学生参加各种有益有趣的班队活动。队

员在活动中经受锻炼和熏陶，学会主动

参与，学会合作与分享，学会自信展示，

体验成功和喜悦，体现班级团结互助的

精神。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年来，她

组织学生开展过四节主题班会活动观摩

课，并且出色地完成活动展示，为与会的

老师提供良好高效班队活动课示范。

她所带队员获得市级表彰，指导队员

参加各级竞赛均取得优异成绩。这五

年，在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她的五班

梧桐中队连续五年被评为第六实小“文

明班级”，以及“石狮市先锋中队”“泉州

市优秀少先队中队”，两次“泉州市先锋

中队”。

她注重向优秀的同行学习，阅读专业

书籍，善于总结、勤于反思，努力提升自

己的专业素养，同时也不忘帮助身边年

轻的同事迅速成长。五年来，她担任六

小班队教研组组长，引领一群年轻的班

主任进行相关教研，定计划、严落实、勤

培训、善总结，促进能力提升。她策划四

次年段大型道德讲堂，执教四次班队主

题活动观摩课，争取让六小全体班主任

成为教研最大受益者，增强教研幸福感，

创造良好的成长互助团队。

匠心坚持 用心成长——石狮市首批“名班主任”、第六实验小学教师陈贞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