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德育教育实施
途径的比较与创新 









世界主要国家学校德育的概况
（分三类比较） 

1、（苏联）俄罗斯、美国(两极） 

2、英国、德国、法国(西方） 

3、日本、韩国、新加坡(东方） 







前苏联 



俄罗斯 

德育目标： 

从培养社会主义的“政治人”到培养“合格公民” 。 
（公民知识、公民意识、公民参与等） 

 

德育内容： 

从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到公民素质的培育  
（爱国主义、全人类价值观、法制教育、道德教育、生态教育） 

 

德育方法： 

从共产主义综合教育法到多种教育模式的整合  



俄罗斯 

(一)强化爱国主义教育，注重公民教育的民族性  

(二)构建“公民教育空间”，力促公民教育的社会化  

(三)顺应时代发展，逐步实现公民教育的现代化  

发展路向：实现从传统德育向
现代公民教育的转型  





      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美国的十大任务时就特
别强调学校应培养美国人的“国民精神”，主要指爱
国、修养、诺言、恢复伦理道德、纪律等，以适应美
国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  

美国 

美国学校德育的形式与内容  

没有统一的德育形式  
（各州自行决定） 
 

没有统一的德育内容  
 

学校德育与宗教教育  
（禁止宗教教育，但价值
观和道德规范来自宗教教
义） 



美国学校德育的主要途径  

美国 

1.通过课堂教学 
 

2.专门德育工作者  
（男女训导主任、校顾问、社会工作者、心理专家） 
 

3.联系家长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抓  
 

4.通过校内外各种活动进行。 
  （家庭俱乐部、儿童会学生会、俱乐部活动）  
 

5.班会  



美国学校德育特色  

1.实施全面主义德育 
 (注重德育的整体性和间接性） 
 

2.注重主体性  
 

3.注重认知能力发展  
 (重视道德的认知能力） 
 

4.理论与方法多元化、多样化  
 

5.注重为社会实际服务  
 

6.注重指导  

美国 



佛教分布区 



基督教分布区 



伊斯兰教分布区 





英国 

英国学校德育的目标  

坚持宗教目的，并深受18世纪教育注重德育、
德行第一的传统影响，处处把培养有“德行、
智慧、礼仪和学问”的绅士作为教育出发点。  

英国学校德育的内容  

一是宗教教义  
二是有关社会学科  
三是道德教育教材  



英国 

英国学校德育的途径  

宗教教育 

道德课 

体育课和各种社会活动  

教师品行影响 

英国学校德育的特点  

宗教性  

古典性  

德目主义  

日益重视学校德育  
（以学校教育为主） 



德国 

德国学校德育的培养目标 

德国德育的思想 
 （一）朴素道德的德育观（忠实、正直、同情、尊重等） 
 （二）品格教育与价值教育（宗教教育) 

       道德教育的基本目的
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
“精神与人格”，除培植
学生的宗教信仰外，注重
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
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
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
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  



德国 

德国学校德育的途径  

2、思想道德教学 
 

3、各种课外活动  
       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学校仪式、个人辅导 

 14、劳动教育  
        法律规定按照年龄从事相应家庭劳动、学校劳动、社会服务 

5、无形的影响作用   

1、宗教教育 
       祈祷活动 
       自由选择教派学校 
       宗教节日 



法国 

法国学校德育包含三个重要方面 
       个人道德教育 

       国家和社会公民教育 

       国际公民教育 

法国学校德育的途径  
道德教育课 
课外活动   
劳动教育  
交流学习  
宗教教育  



法国 

法国学校德育的特点 

注重现实需要 

注重人权和公民责任教育 

（从小培养学生具有自主精神的人 ） 

注重课堂知识教学  



 



 



 





日本 

        日本中小学德育教育的方式  

(一) 整体化  

(二) 课程化 

(三) 体验化  

“自然教室”活动是“体验活动课”的主要内容，
这个活动要求学生每学期都要过一个星期左右的
“自然教室”生活。  

学校、家庭、社“三位一体。 
（史地参观、服务社会、文化活动等） 

公民课、道德实践课、安全课、友爱课、垃圾课、环保课等 

       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
（简称德目）为主。  



日本学校德育的途径  
（一）直接途径——道德课  
（二）间接途径——各科教学、特别活动、学生指导等  

1.各科教学中的德育  

2.特别活动中的德育  
（1）课外学习室活动  
（2）学生会活动  
（3）俱乐部活动  
（4）全校性活动  

3.学生指导  
4.劳动教育  
5.丰富情感教育  

日本 



日本 

日本学校德育
的主要特色  

(一)强调民族精神 

(二)大一统的德育体制 

(三)实行全面主义的德育方针 

(四)家庭、学校、社会一体化 

(五)注重传统道德观念 



韩国 

1. 开设公民道德教育课程  

2. 寓道德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  

3. 丰富的实践活动  

韩国公民德育教育的途径 



韩国德育的特点 

韩国 

1．注重传统道德教育与国民精神  

2．重视生活教育与公民知识的传授  

3．道德教育强调从青少年抓起  





新加坡 
新加坡学校德育的目标 

       把德育放在首位。特别强调国家利益之上和新加
坡多元文化的特点，明确提出德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
学生成为有国家意识、有社会责任感和有正确价值观 。 



新加坡 

新加坡学校德育的主要方法 

1、道德科与传统道德教育相结合 
      （儒家理论、东方传统价值观编入教材） 
 

2、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 
      （宗教自由、吸收各教派共同主张、不与宗教教义相悖） 
 

3、理论学习和活动训练结合  
 

4、学校与家庭社会结合  
       (家长联谊会、社会教育网、推行真实教育） 
 

5、晓理与奖惩教育结合    
       （严格的校规） 



班主任制的由来 

      班主任制产生于班级授课制.班级授课制是社会化
大生产的产物  
       班级授课制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班内学生年龄相同,
教材相同,人数固定,教师按固定的课表在规定的时间内,
按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方法进行教学。 
        班级授课制产生之后,出现了专门管理学生的专职
人员。 

       前苏联在30年代就有了班主任,卫国战争之后,正式
颁布了《班主任服务规程》,确立了班主任制度 。 
        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原来的级任制或导师制一律改
成了班主任制，从此,班主任制及班主任的基本职责就
在我国被正式确定下来。  



       为协调改革步伐，规范改革行为，从而推动改革
向纵深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1.班级教育小组成员： 
①    核心成员：3－4名任课教师，1名生活教师，其中
语、数、外语教师不少于2人，每班只安排一名外语
教师，学校教师全部进入班级教育小组。班主任任组
长，班主任由学部决定，其余班级教育小组成员由年
级组推荐，报学部审批。       
②重要成员：学生代表：班长、中队长或团支部书记、
家长代表1名。 
2.办公形式：班级教育小组核心成员（生活教师除外）
集中办公。 
 

案例：班级教育小组制度 



3.工作内容： 
① 常规教育和管理（学习常规、生活常规、日常行为常规） 
② 活动组织和实施（含班级活动、年级活动、学校活动） 
③ 班级建设（含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 
④ 班级日常事务主要由班级教育小组组长处理。 
4.几种工作形式： 
①日碰头：班级教育小组核心成员每天简短碰头（一般10分钟左
右） 
②周例会：班级教育小组核心成员每周例会（一般不超过半小时）
小结本周工作，安排下周工作，视情况安排班级教育小组重要成
员参加。 
③月诊断：班级全体任课教师、生活教师参加（每学期不少于3次，
一般1.5－2小时）对班级每位学生进行集体诊断，并制定指导方案，
分包落实到教师个体。 

案例：班级教育小组制度 



5.工作奖励： 
①教师学期奖的25％用于班级教育小组工作专项考评，考评对象为
小组核心成员整体。年级内比例为20％优秀、70％良好、10％及格。 
②    教师学期奖的75％用于教师个人考评。个人考评由年级组评价
和教研组评价两部分构成，教师在班级教育小组中的工作表现占其
本人考评权重的30％。年级内教师个人考评比例为20％优秀、70％
良好、10％及格。 
③    班级教育小组组长领取原班主任津贴，班级教育小组核心成员
在学期结束领取津贴。津贴发放由学部根据对教育小组及相关班级
的工作考核情况按比例分等级进行。 
       全体教师和各级管理干部要认真学习班集体建设的相关理论，
密切关注并积极投身于班级教育小组制度建设的实践之中，勤于探
索，勇于创新，为我校的班级管理体制改革贡献自己的一份努力。  

案例：班级教育小组制度 



第一阶段：学校各班级先后全部实施班级任课教师集
中办公制度。 

第二阶段：学校明确提出各班建立班级教育小组的要
求，并对班级任课教师集中办公制度加以完善。 

第三阶段：学校正式颁布《班级教育小组制度建设的
若干规定》《班级教育小组工作评价制度》要求各学
部、各年级、各班级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同时要求各
教育小组大胆实验，勇于创新。 

班级管理体制改革，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班级教育小组制度的建设          
        
       传统的班主任负责制正在被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所
替代。这种改革的实质是：由班主任个人负责改变为由
班级教育小组集体负责。所谓集体负责就是：集体决策、
集体行动、集体承担责任。 

案例：班级教育小组制度 



班级教育小组建设的理念与要求  

1．全面育人观  
2．教书育人观  
3．组合质变理论  
4．整体优化策略  
5．系统整合观  

班级教育小组建设的机制  

1．实行班级教育小组坐班制  
2．定期诊断分析学情  
3．确定个别发展方案  
4．整合协调教育教学  
5．重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1．全面育人观  
2．教书育人观  
3．组合质变理论  
4．整体优化策略  
5．系统整合观  

1．实行班级教育小组坐班制  
2．定期诊断分析学情  
3．确定个别发展方案  
4．整合协调教育教学  
5．重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班级教育小组制度建设的意义 

班级教育小组制度相对于班主任负责制有明显的优势。 

1.有利于班级教师全员育德，克服“两张皮”现象。 

2. 有利于班级学科教学的整合，提高教学质量。 

3. 有利于对学生个体的个性化指导。 

4. 有利于发挥教师集体的作用。 

5. 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