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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德育目标与方法
文 _ 钟启泉

一、课程的德育目标与道德的内化过程

课程的德育目标是通过学科教育和

道德教育来实现的。在学科教学中，在各

种知识点上，学生接受来自教师的影响。

除此以外，学校的各种例行活动也是学生

学会集体生活的重要机会。正是通过种种

的机会，来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这个目

标就是“培育德性”，或者说是“培育道

德实践力”，主要包括道德情操、道德判

断、道德实践与态度。[1]不过，作为道德教

育的课时，可以补充、深化、统整通过种

种机会进行的道德教育，加深“道德价值

的自觉”—道德价值以及作为人的生存

方式的自觉。一般而言，在小学阶段是从

掌握基本的生活习惯开始掌握种种道德价

值的；在初中阶段不仅要加深道德价值的

自觉，而且要加深掌握人的生存方式的自

觉，具体来说，就是唤醒每一个人“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觉。

诺丁斯说，“要向学生传递这样一

个信息：学校教育不是通往上流社会的阶

梯，而是通向智慧的道路。成功不是用金

钱和权力来衡量，成功更意味着建立爱的

关系，增长个人才干，享受自己所从事的

职业，以及与其他生命和地球维系一种有

意义的联接”[2]175，“关心是一切成功教育

的基石”[2]38。诺丁斯眼中的“道德”，

其一是“惯习”，是社会成员反复、自然

发生的，拥有某种规则性，要求社会成员

同等遵守的社会行为模式；其二是“规

范”，是社会对个人施加的具有约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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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所以，所谓“道德”是社会或

是其下位体系中一般公认的行为准则，是

受到习俗、惯习、法制等社会规范所支撑

的。同时，在个体中被内化了的规范，构

成善恶判断的标准。社会规范被内化就成

了“道德”。同“道德”相关的概念是

“德性”，这种内化了的坚守是构成人格

基础的重要特性。培育这种德性，就是道

德教育。所以，所谓“道德教育”是有效

地进行道德内化的学习过程。道德内化

不仅是贯穿于学校有组织、有计划的活

动中，也是浸润在日常社会生活过程之

中的。

二、基于课程的道德教育方法

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诺丁斯说：

“道德教育（的方法）包含四个主要组成

部分：榜样、对话、实践和证实。”[2]32

不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而言，或可分为

三种—理性的道德教育、感性的道德教

育、行动的道德教育，更为妥当。

第一种，理性的道德教育—聚焦道

德判断的道德教学。道德两难教学是根据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提出来的聚焦道

德判断的一种教育方法。它通过对道德两

难问题的讨论，

提升儿童德性的

发展阶段。道德

两难教学可以围

绕一个论题分成

赞 成 、 反 对 两

方，展开攻防辩

论。大众媒体关于“活熊取胆”的讨论就

是一例。

在道德两难教学中采用的道德两难资

料是两种价值纠葛的资料，或是围绕一种

价值有两种选择的纠葛的资料。例如，为

了救命而犯法的资料，就是尊重生命和遵

守法制这两种道德价值的纠葛。道德两难

不仅会产生道德的价值纠葛，还会产生心

理纠葛。因此，可以说，道德两难伴随着

心理两难。不过，反过来说是不成立的。

心理两难并不一定是道德两难。例如，一

个人一走进商店，就看见新式布娃娃。他

在犹豫不决：“谁都发现不了，探头也拍

不到，真想偷偷地放进包里。不，等一

等⋯⋯没有不好吧⋯⋯不过，真想啊！”

在这种场合引发了心理两难。不过，这不

是道德的价值纠葛。因为，就道德观念而

言，不管怎么想要，都不应当做小偷。因

此，这不应当是道德两难教学中讨论的两

难问题。

第二种，感性的道德教育—运用感

动的资料展开教学。在道德教学中培育感

性也是重要的，因为感性可以提供理性道

德判断的材料。所谓“感性”是指：⑴受

到外界刺激而产生的感觉器官的感受性；

⑵基于感觉所引发的而且受其支配的体验

内容，因此，也包含了伴随感觉的情感与

冲动、欲望；⑶借助理性和意志所控制的

感性欲望；⑷构成思维素材的感性认识。

“感性”包括了同“理性”形成鲜明对照

的感觉、感情、心情、冲动、欲望等。

感性的道德教育是一种运用感动资

料的教学。若

从道德资料的

角度来区分，

则可分为见解

性资料、讨论

性资料、感动

性资料、体验

性资料。见解性资料是传递新的见解的资

料；讨论性资料是提供讨论对象的材料，

道德两难资料也是一种讨论资料；感动性

资料是触动心弦，永存于心间的资料；体

验性资料是促进模拟体验的资料。当然，

其间没有一条鲜明的界限，讨论性资料也

所谓“道德教育”是有效地进行道德

内化的学习过程。道德内化不仅是贯穿于

学校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中，也是浸润

在日常社会生活过程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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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感动性资料，体验性资料也可以是

感动性资料。在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里，必

须重视个人的主体价值选择。因此“价值

澄清”被视为一种让儿童发现个人所拥有

的价值的方法。

第三种，行动的道德教育—作为教

学方法历来没有受到重视。这是因为，根

据课程标准的规定，“道德课时”是“补

充、深化、统整”道德教育的时间。实际

的行为指导是寄托给生活指导、学生指

导、课外活动指导的。道德教育绝不是坐

而论道的，教会行动也是必要的。

在晚近的道德教育中采取了诸如道德

技能训练作为行动指导的教学法。

世界卫生组织在1994年推荐了“生

存技能训练”的学校教育课程。所谓“生

存技能”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生存的种

种问题与需求，建设性的、能够有效应对

的必要能力”。特别是作为核心技能的决

策、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

考、有效的沟通、人际关系、自我意识、

共鸣性、舒缓压力的技能等。世界卫生组

织之所以推荐，是因为它是构成人的心理

健康与人际关系健康的基础。掌握了这些

技能，就可以防止诸多国家的吸毒、性犯

罪、虐待、自杀的问题。

类似于生存技能训练的方法还有社

交技能训练。这是训练人际关系技能的方

法。其一般的流程是：⑴指教—用语

言进行讲解；⑵模型化—把实际的行动

方式制作成模型加以显示；⑶排练—角

色演技的练习；⑷反馈—对角色演技做

得好的表扬，不适当的加以修正；⑸推

演—把学到的技能用于日常生活的情境

中，例如，布置家庭作业。

生存技能训练以掌握基本的生活习惯

为中心，社交技能训练则以习得人际关系

的技能为中心。两者都有明确的目的，作

为具体的行为指导法都是有效的。不过，

作为道德教育的方法还是不充分的。因

为，技能未必同道德涵养相关联。例如，

作为社交技能，诈骗犯倘若不掌握，就不

可能诈骗。倘若长于社交技能，同时德性

也高的话，他就不可能走上诈骗的道路。

因此，需要道德技能训练。道德技能训练

是一种旨在涵养德性的道德教育方法，一

般流程是：⑴提示资料—提示道德资

料；⑵双人访谈—人物出场，双人对

谈；⑶角色演技—实地演出某个场面，

让当事人自由地进行角色创造；⑷反思演

技—交谈角色演技的感想，强化好的行

动方法，修正不好的部分；⑸心理实战演

习—体验经历别的场面的印象，并思考

该场面中自己的行为；⑹角色演技—再

次扮演角色，获得新的印象；⑺反思演

技—交谈角色演技的感想，强化好的

行动方法，修正不好的部分；⑻课题提

示—能够把掌握的技能用于日常生活的

情境，提出课题。

三、德育目标与学科教学

英国教育哲学家、道德教育学家威尔

逊倡导“在道德上受过教育的人”概念。

他分析了“德性的构成要素”。这种分

析，不是基于心理学的因子分析，而是基

于分析哲学的概念分析。德性的构成要素

包括：

1. Phil—平等待人的态度（平等待

人，把他者权利等同于自身权利的态度）。

2. Emp—理解他者的能力（理解他者

的感受，理解他者的利害之所在的能力）。

3. Gig⑴—道德认知（有关道德选择

的客观事实的知识、认识）。

4. Gig⑵—社交技能（在社交场所能

有效行动的实际社会技能）。

5. Dik—思考方式（以正确的理由

决定自身行动的能力—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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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rat—道德判断付诸行动的能

力（旨在运用其他构成要素Phil、Emp、

Gig，由此形成道德判断付诸行动的能

力—动机与行为特征）。

学习者首先要有该方面的生活经验，

通过体会这种经验的含义，才可能理解德

目所意味的道德价值。使关于道德价值的

直接指导发生作用，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学习者要

有相应的生活经

验，还要有对此

种经验进行抽象

的能力；其二，

不是把目标放在

道德价值知识的

掌握上，而是放

在生活情境中的

道德问题的解决

能力上，即以体

现道德价值的行

为的应有状态（思考方式）为目标。

威尔逊运用德性构成要素，提出了旨

在分析道德教育课程的“课程分析表”。

他区分了道德教育的三个主要特征—课

程、社会语脉、教师个性。这里的“课

程”不是道德教育的课程，而是指学科课

程。在他看来，道德的教学是不能预设

的。他企图揭示在学科教育领域中能够进

行多大程度的道德教育。“社会语脉”包

括学会在教学中静听教师的讲解，或是积

极地参与讨论。“教师个性”意味着教师

的人格影响。

如果按照显性与隐性课程分类，那

么，威尔逊说的课程是显性课程，社会语

脉与教师个性是隐性课程。这里讨论的

这种隐性课程，或许可以视为一种道德教

育，但其实是道德教育成立的条件。他认

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发展所有

道德构成要素。在教学中静听教师的讲解

是作为发展德性构成要素的条件起作用

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德性构成要素，静听

教师的讲解并不适合道德教育的目标。因

此，威尔逊提出“课程分析表”，在各门

学科中可以同“社会语脉”“教师个性”

区别开来，以确认达成道德构成要素所必

要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这种课

程内容在这里称之为“副次课程”。

这就是说，

当教师在学科教

学中编制教案

时，写的是显

性课程。各门

学科首先是作为

显性课程来教授

学科内容的。而

同时，作为隐性

课程—学校文

化中的规范与

教师的个性，

会对儿童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同学科

内容相关，道德教育的内容作为“副次课

程”加以传授。不过，通常很少意识到而

已。教师需要念念不忘“学科教学的道德

价值”，这是是一种“热意”。但仅仅停

留于“热意”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教师与

儿童之间建立起一种“信赖关系”，这就

是“诚意”。然而，单凭“热意”与“诚

意”，不管如何拼搏也是持久不了的，还

得要求“创意”—在繁忙的事务中求得

从量到质的思路的转换。这就是所谓的

“三意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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