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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能力是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时深
刻指出：“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教师的根本任务

是教书育人，培养和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应

该以育人能力为核心。

大量教育实践和研究充分表明，教师的育人能

力高低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健康成长成才。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几年来的结果显示，教师积极的育

人行为能显著提升中小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亲社会

行为、语文成绩和数学成绩，并明显降低他们的抑

郁水平、孤独感、攻击行为和违法行为。与此同

时，教师良好的育人行为还有助于调节、修正不良

家庭背景对学生发展的消极影响，缩小城乡教育差

异。因此，提升教师育人能力不仅能有效解决学生

发展的各类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也是促

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

教师育人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仅需要教师的积极努力，也需要教育主管部门和

全社会的支持与协作。

第一，教师应当坚持 “四有”好老师标准，自

觉提升育人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所有的课堂都有育人功能，每

一个教师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体现

了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理念。我们

每一位教师都应当按照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要求，做学生健康成长

的指导者和引路人。任课教师应坚持言传身教，提

高学科育人、实践育人的能力；班主任应重视班级

文化育人，提高家校合作育人的能力；心理健康教

师应提高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方法和技能，

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能力；德育干部应提

高多重途径设计和实施德育工作的能力；后勤管理

人员应提高服务育人的能力；学校领导应提高营造

育人氛围，构建育人体系和课程体系的能力。

第二，教师应当坚持问题导向，通过行动研究

提升育人能力。当前，学生发展存在身心健康有待

提高、社会责任尚需加强、创新能力不足和实践能

力较弱等一些共性问题。同时也存在一些有特殊需

要的学生，如学习困难儿童、父母离异儿童、情绪

困扰儿童、留守儿童等。教师应当结合工作实际和

学生发展现状进行自我反思，找到迫切需要解决的

育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改进行动。教师可以科

学运用 “四步法”行动研究———描述存在问题、分

析问题原因、找出并实施具体改进方法、具体记录

和描述改进效果，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师生

沟通方式和教育教学行为，提升自身育人能力。

第三，区域和学校应当鼓励教师组建以育人能

力提升为核心的发展共同体，实现育人能力的共同

提升。教师共同体是促进教师之间合作、激发教师

自主发展的有效形式。各个区域和学校应当支持和

引导组建以育人能力提升为核心的形式多样的教师

发展共同体，建立内部研讨和交流制度，定期开展

相关活动，借助微信、网络会议、ＱＱ群等途径，
逐步形成 “你帮我，我帮他，大家帮大家”的良好

教育生态系统，通过教师之间的相互学习、共同研

究，促进育人能力的共同提升。

第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继续鼓励社会各方积

极参与，形成提升教师育人能力的工作合力。高

校、媒体、基金会等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在推动

和支持教师育人能力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０１４年，北京师范大学牵头联合全国多所师范大
学，发起了我国第一个以提升教师育人能力为根本

目标的 “中国好老师行动计划”，以总结—创新—宣

传—表彰—推广科学育人经验为基本推进策略，以学

校共同体为基本组织形态，以网络平台为主要依托载

体，两年来在２０多个省开展相关行动，有效促进了
基础教育阶段教师育人能力的提升。北京师范大学与

光明日报社联合评选的 “启功教师奖”，重奖长期从

教、重视从教、育人能力突出的优秀教师，为全国所

有教师树立了优秀育人典型，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动

作用。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进一步鼓励社会

各方发起和参与提升教师育人能力相关行动计划，宣

传和表彰各类先进育人案例和典型，形成工作合力，

掀起培养和提升教师育人能力的新高潮。

（作者董奇，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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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国际智慧教育展览会成功举办 ／高校生物双语教学模式初探 ／
视觉传达设计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以全新视角阐述抽象的演唱技巧
教学 ／语料库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辅助应用 ／寓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于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之中 ／教学过程中大学生汉语言能力的培养 ／
培育学科素养，提升教师质量 ／认知语言学理论应用与二语教学的全
新阐释 ／音乐剧声乐演唱技巧总结 ／中国舞蹈与传统文化关系探究 ／
探析“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 ／基于文化认同视角的跨文
化交际探究 ／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及应用分析 ／探索法国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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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论教育功能探析 ／语文课堂与大学生职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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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深化探析 ／新形势下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方法探析 ／新形势下
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创新 ／关于提高高校英语课堂有
效性的策略分析 ／高校舞蹈编导专业教学改革探析 ／中国共产党思想
政治教育历史的探讨及在教学中的渗透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理论
探究 ／中职院校德育体系整合探索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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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中的实践性探索 ／数字媒体艺术与技术结合教学模式探索 ／
新时代思想教育的新视角 ／商务英语教学研究面面观 ／基于体育教学
课程改革的探索 ／服装表演训练教学中的高效实用教程解析 ／高等教
育质量的社会调节机制探析 ／当前播音主持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对策 ／借力“互联网＋”做有未来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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