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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探索

洞口县洞口镇中心学校 尹洪春

在推行课程改革、实施新课程标准的今

天，就语文教学而言，怎样的一堂课才称得上

好课呢？ 一般地说，应该符合这样几条标准。

一、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和素质教育的要

求

一堂好的语文课，教师上课不仅仅是为

了让学生获得语文知识，形成语文能力，使他

们考试时能得到高分数，考出好成绩，而是要

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着眼于他们整体素

质的提高。 教师教学，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全面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通过创

设各种良好的教学情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保证他们每个人

都能参与到教学的进程之中去，主动、快乐、

有效地学习。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全知

全觉的知识拥有者，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学生

学习监督者，而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生

与教材文本之间对话的组织者、引导者，是学

生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参与

者；他既是学生的良师，又是益友。在课堂上，

教师始终能以平等、亲切、随和的态度对待每

个学生，并能以宽厚、包容的心态善待学生对

课文独特而多元的反应，使课堂气氛民主、和

谐、轻松。

二、表现出强烈的语文课程意识，三维目

标得到不同程度的达成

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 这是所有课程教学都要达成的目标。

但不同的课程各有其特点，所以在具体教学

中又要注重目标的特殊性。对语文课程来讲，

教学要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既重视其工具性，又重

视其人文性，并把二者很好地统一起来。 一方面，教学要使

学生获得基本的听、说、读、写及口语交际能力，培养他们热

爱祖国语文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 激发他们学

习语文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他们思维能力、

理解能力、判断分析能力、创新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

使他们的个性修养、品德情操、审美趣味等受到有益熏陶，

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帮助他们形

成健康的人格。不可否定，一堂课不可能面面俱到达成所有

目标，但必须注意突出一个或几个方面的重点，在长期的教

学实践中逐渐达成或接近达成全面目标。

三、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学生能进行创造

性学习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 语文教学要按照《课程标准》的要

求，本着从学生需要出发的原则，把学习内容的选择权交给

学生，让他们在探究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对于语文课

程文本中所蕴涵的丰富的知识、情感、人文精神，教师不要

急于把自己所知晓的东西硬塞给学生， 而要想方设法调动

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使他们产生浓烈的兴趣与意愿，告诉学

习方法，给予充裕时间，引导他们自己去感受、体验、思辨、

推理判断，从而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又发

现新问题。在学习中，要运用多种方法使学生相互间不断进

行讨论、交流、甚至争论，以达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目

的。 对学生的提出的不同观点、看法，教师不要轻易作出评

判，而要让学生经过思考后自己得出结论；即使学生一时解

决不了的问题，教师最好也不要讲出答案，而应遵循语文教

育的原理，让学生自己反复读、议、思、悟，慢慢把握知识真

谛。 当然，让学生积极学习、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并不等

同于实行“牧羊式”教学，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撒手不管、成

为旁观者或局外人；相反，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他

应始终主导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不但要参与到学生的交流、

讨论中去， 还要对学生相机点拨、 提示， 从而发挥“导”、

“引”、“助”的作用。

四、课程资源得到充分开发，课堂开放而具有活力

任何课程教学，教师都要重视教材但又不拘泥于教材，

要重视课堂但又不局限于课堂。语文教学尤其如此。在语文

教学中，教师要指导学生重视对课程文本的学习，多方面、

多角度、多层次挖掘课程文本所蕴含的价值。但仅仅如此是

不够的。在教学中，还一定要将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联系起

来，把课内与课外沟通起来，把语文知识和无限广阔的社会

生活知识融合起来，使学生能够体会到语文学习的生动性、

趣味性，以开阔视野，拓宽思维，形成素养。“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语文知识的外延和生活相等，一个语

文教师如果缺乏大语文观念，不能放手让学生在辽远广阔、

丰富多彩的语文世界中尽情遨游， 那么学生学到的东西将

是极其有限的。不仅语文教学的内容应该是开放的，教学的

方法也必须是开放的。教师要从自我实际出发，从学生实际

出发，从教材实际出发，借鉴并创造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

模式，发起多种互动与对话，通过分组合作、个别辅导、激励

强化、课堂评价等方式，营造出一种生动活泼、紧凑有序、别

开生面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学习不但有效，而且有趣、充满

愉悦。

政治课程是一门知识比较宏广的学

问， 它所关系的内容也比较广泛， 涉及政

府、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在内的包括国

内、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从属于上层建筑

的重要分支。因而，政治课本身所具有的这

种独特性， 也就决定了政治课的教学迥异

于其他科目的教学方法。

在笔者所执教的几年政治课的过程

中，我从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在此总结一

下我的个人收获与心得。

政治课的内容长于说理述教， 本身具

有思想性高、理论性强的特点，因而又具有

一定的抽象性。因此，如果教师在授课过程

中仅仅照本宣科， 极易会使教学过程变得

枯燥乏味，空洞无物，学生听课当然也会觉

得干瘪枯燥。同时，每年均会有时事政治与

课本上相关的原理知识相串联， 这其实也

是一门讲究授课技巧的艺术。当然，政治课

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最大弊端和误区即是误

认为政治课只需要背诵记忆即可， 尤其是

在考前抱抱佛脚， 而平时则把它冷落在一

旁，所以虽然临时记住了知识，但是却不甚

理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学生“考后即忘”

的普众现象。

这样的教学方式、学习方法，显然是不

足以为取的。古人云：“授书不在徒多，但贵

精熟耳。”强调的就是“理解”在学习的重要

性。孔夫子亦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也重申了通过思考从而达到理解的

层面，因而，通过笔者的教学实践，我们认

为：借助于多媒体（如幻灯片、投影仪、电脑

设备等），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激发

学生学习的政治的热情， 唤醒学生们内心

深处的政治意识， 从而达到让学生较为深

层次地理解政治课堂教学的目的。 这里主

要说了教学方法的探讨： 情境式的穿插导

入以及生活相关的片断， 导引出相关的政

治思想和知识点， 既要立足教材又超越教

材。

曹公曰：“世事洞明皆学问。 ”确实，生

活是一本纷繁复杂的大书， 社会即为大舞

台， 上演着人生百态。 如果我们用心去感

觉、观察社会生活，其实就会惊喜地发现：

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源自人生， 源自社会生

活的，而学问则是对人生、对社会生活的高

度凝练与概括， 并从中发现了其内在的本

质规律。 政治课当然也不例外。

从总的方面来说，政治科目包括“经济

常识”、“哲学常识”与“政治常识”三大模

块。这三大模块都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首先，“经济常识” 就涉及到了货币等相关

的金融知识点内容：货币的职能、价值与使

用价值规律、银行的分类与职能等等，这些

知识点， 在实际上课时由于在教师阐述这

些专用术语（概念）时会令学生在接受时产

生一定的困惑与难度。 根据相关的资料证

明，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学生的学习

方式有两种：接受和发现。 在接受学习中，

学生学习内容是以定论的形式直接呈现出

来的， 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 在发现学习

中，学习内容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的，学生

是知识的发现者。 如果教师不作较为细致

的解释说明， 很可能会使很大一部分学生

云里雾里， 只能囫囵吞枣般地生吞活剥而

未能理解这些涵义，显得十分被动，当然对

于知识不能够很好的掌握。相反，教师可以

将之巧妙地联系日常生活内容， 并进行深

入浅出地透彻讲解， 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即这是一个将“抽象”进行具象、形象化

的过程。 譬如，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

也即日常生活中，你去购物的时候，你必须

向老板付出一定的钱（即货币），从而你才

能够获得你所需要的东西，这时，货币所起

的媒介桥梁作用就是“一般等价物” 的作

用。

相对于“经济常识”，“哲学常识”一块

内容会显得更加深奥与玄秘，更加理论化，

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政治理论课具有“上层

建筑”的特点。 如何将抽象化为具体，化艰

涩为平实易懂， 这也同样离不开相关生活

的启示性的介入作用。 因为无论如何理论

多么高深莫测（常常显现为意识），究其本

源，均有一个意识的来源（即为物质），那么

这就非常自然而然地显现为“物质”与“意

识”的相关联系：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 教

师可因此顺水推舟地进行解释： 比如你眼

前有一只球，你说它是红色的，那么“它是

红色”就是你基于物质（球的颜色）而形成

的一个意识（即红色的）。大而言之，哲学常

识的内容要紧紧抓住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

值观统一这一主线，而这“三观”明显都与

社会、人生生活密不可分，都可以从生活这

个源源不断的源泉汲取力量， 从身边的小

事中挖掘出课本的知识点内容来。

政治课的教学向来与实践生活融为一

体。这也是政治课程开设的最为重要、最为

本质的原因， 即从德育的方面塑造人的本

位形象，回归本位的思想。无论是采取形式

的教学方式，还是旁的方法，这种师生互动

的双向运动， 提供了很好的政治思辨的平

台， 都是使学生能够较为深刻地理解政治

“教书育人”的本质功能。

师生关系是学校中最基本， 也是最重

要的人际关系， 是教育大厦得以建立的基

石， 一切成功教育都离不开良好的师生关

系。从教育开始出现的一刻起，师生关系就

受到了教育者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师

生关系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 从“一日为

师，终生为父”，到亦师亦友；从单纯的“传

道、授业、解惑”到学习活动的参与者、引导

者和合作者， 社会对师生关系的期望在不

断改变，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代，

创造和谐师生关系、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成

为了学校工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 下

面浅谈几点教师在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方面

应做的事：

一、准确定位，把握平等的尺度

师生关系的平等主要包括辩证的两个

方面：人格平等以及角色不平等。在人格关

系上，师生之间是绝对平等的，作为人的存

在，教师需要爱，学生也需要爱；教师需要

被尊重，学生也需要被尊重；教师不愿意被

人辱骂，学生也一样。教师能够把学生当作

朋友一样对待， 尊重学生的个性与人格尊

严， 多给学生一份关爱， 多给学生一份温

暖， 那么师生关系肯定会多一份的融洽和

谐。

一个优秀的教师需要对人格平等与角

色不平等有清晰地认识以及良好把握。 首

先，角色不平等不能建立于人格平等之上，

即威信不能异化成威严。 威严往往是靠冷

漠、训斥、惩罚树立起来的。其次，不能因为

强调人格平等而忽视角色不平等， 即不能

因为要和学生做朋友而忘记教师的职责。

师生可以一起逛街，一起唱卡拉 OK，老师

进行时装表演，学生可以在台下当啦啦队，

课堂上学生可以坐着回答老师的问题，甚

至随时提出不同于老师的意见， 这些都是

人格平等的体现，但是在课堂上，如果嬉笑

玩乐， 学生直呼教师的名字， 老师与同学

“兄弟”、“姐妹”相称，或者甚至于个别的老

师接受学生称自己为“老大”。 这样做就是

混淆了教师与学生的概念， 背离了所处的

角色，不仅无助于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与

教育无益，于学生有害。 因此，需要把握平

等的尺度，准确定位于自己的角色。

二、规范管理，做到公正与民主

公平是和谐师生关系的起点。 一项心

理调查表明：84%的学生认为，公正是教师

重要的职业品德；92%的学生认为，偏心是

教师最不能原谅的缺点。 陶行知说：“我们

不可以为了一个人，去牺牲九十九个；也不

可以为了九十九个，去牺牲那一个人。 ”

民主是和谐师生关系的催化剂。 传统

教育重视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只有被动

接受的权利和义务，而无申诉、发表不同意

见、独立思考创新的权利，填鸭式的教育使

得师生之间缺少交流和沟通， 这样只会僵

化师生关系。因此，和谐的师生关系需要教

师以民主、平等、博爱、宽容的态度对待每

一个学生， 应充分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问

题的权利、阐述自己不同观点的权利；不能

因为学生思想与教师不一致而动辄扣帽

子、贴标签、斥为“异类”、“朽木不可雕”等

等，更不能体罚学生。

三、改革教学，保持优势与创新

很多年来，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被

比喻成是“一桶水”和“一杯水”的关系，“教

师要想给学生一杯水， 自己首先要有一桶

水”，保持知识的优势有利于提升学生对教

师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融洽师生关系。现代

社会是一个知识爆炸的社会， 各种新的技

术、新的思想不断涌现，同时，信息传播的

途径也变得多样、快捷，尤其是网络的广泛

普及使得信息无处不在， 在这种背景下，学

校不再是学生接受知识的唯一来源，这就要

求教师要不断更新知识、与时俱进，不断捕

捉新的信息，使自己的知识永不落伍。因此，

教师一定要不断学习来丰富和充实自己，做

到与时俱进，只有这样才能厚积薄发，高屋

建瓴，左右逢源，才能真正堪为人师。

四、注重形象，加强示范与引导

教师形象，就是教师的思想、道德、业

务、作风、礼仪等素质综合的外在表现，是

广大学生和家长对具体教师的印象和评

价， 这是一个综合的概念， 既有外在的表

现，又有内在的内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不仅传输给学生以知识，还要教会学

生做人的道理，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 教师的形象对学生各个方面的

成长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 叶圣陶先生讲

“教育工作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善

教育者使人得其志”。

“春风化雨润心田，育人育德细无声。”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就要求教师明确自己

的角色定位，在生活中是学生的朋友，在课

堂上是一个充满威信而不是霸道威严的教

师，在管理上要做到公正民主，在知识上包

保持绝对的优势，在形象上要为人师表，慎

独，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构建和谐师生关

系，促进教育的和谐发展，这是一项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 需要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与

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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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学生本位 让政治教学真正活起来

鼎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欧阳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