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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育渗透”被视为实现学科德育的方法和途径，其核心思想是将教学视为德育渗透的载体，然后在这
一载体中寻找结合点进行隐蔽的、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这样的思想路线是否合理，“德育渗透”到底
是什么以及是否有可能性，成为这篇文章的思考起点，并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德育渗透”误解了德育
与其它各育的本质及关系，同时否定了教学本身的教育性，它企图嫁接到学科教学的德育作用实际是教
学自身本来就具备的性质，最后也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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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s regarded as the method and way to realize discipline moral
education. Its core idea is to regard teaching as the carrier of mor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and
then find a combination point in this carrier for hidden and subtle moral education. Whether such
an ideological line is reasonable, what is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whether it is possible to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article and make a negative answer.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misunderstands the essenc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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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and denies the educational nature of teaching itself. It attempts to graft the moral education role of subject teaching, which is actually the nature of teaching itself, finally, it also ignores
the subject value of students.

Keywords
Infilt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Discipline Mor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Teaching, Morality of
Teaching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良好的教学具备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作用，我国学校教育中的学科教学一直存在只重视知识教学忽
视其道德作用的现象，导致学科教学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知识但对学生道德发展助力甚微。“德育渗透”
一直被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而广泛使用，但它的内涵和思想路线仍有待审视。“德育渗
透”并没有统一的界定，赵洪从载体与灌输教育的关系、模式以及学科教学与学校德育教育等不同角度
总结了一些学者对“德育渗透”作出的界定[1]，实际上这些界定彼此之间或多或少的存在重叠，也具有
一些共性，这说明学者对“德育渗透”的一般特征都有一定的认识，但对“德育渗透”的本质思想的认
识有些模糊。“德育渗透”分开来有“德育”“渗透”两个概念，而实际必须含有第三个概念——渗透
的对象，“德育渗透”才能形成，即“德育”向“什么”“渗透”。通过分析文献，从对象的不同层次
总结“德育渗透”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其本质，从而发现这一概念理论的理论缺陷和实践存在的困境。

2. 德育向其他各育的渗透
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五个方面，五育并举是现在我国义务教育的
实践方针，五育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全面发展的关键。王仕民等正是从这一层来理解“德育渗透”的含义，
他着重分析了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指出“德育和智育的平衡与渗透是一对因果关系。德育和智育只有实
现了平衡，才能实现它的渗透；德育和智育间的渗透，正是说明了他们之间的平衡。平衡是渗透的前提，
渗透是平衡的表现形式。平衡与渗透动态地统一于德育和智育活动之中”[2]。“德育和智育的平衡”很
好理解，指德育智育均衡发展不可偏废，但渗透的意思就比较模糊，何为“德育和智育间的渗透”？五
育概念的基本功能是对全面发展目的各个方面的指定，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是对人的各种素质的一
种统筹地命名，“德育”是培养人道德的教育，“智育”是培养人智力的教育，它们统合在教育之内但
彼此独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彼此独立而相互促进，如果“德育”向“智育”渗透意为“智育”中含有
“德育”，那么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二者混杂在一起，本质上仍是彼此独立，处理二者的关系仍
是平衡；一是二者融合，然而融合后必然是一种不同于“德育”“智育”的新概念，暂且名为“智德育”，
那么作为独立概念存在的“德育”与“智育”便没有存在的意义，同理推论，如果其各育亦能渗透融合，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综合概念，即回到“教育”，因为教育就是指对人的全面教育，然后进入到对“全面”
的内容进行界定的循环中。金维才正是基于德育、智育、体育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而有别于其它各育，
质疑渗透说的科学性，并指渗透说可能在时间上造成替代论和取消论的危害[3]。所以，五育各育作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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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的内容的说明，指导教育实要顾及各个方面的培养，而且对各个方面都采取有所侧重的教学活
动，如学科教学的智育功能最为突出，音乐、美术教学侧重培养学生发现美创造美的功能，需要注意的
是各种教学活动的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教学总会涉及到人多个方面的发展，教学本身具有教育
性。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是“德育渗透”在学科教学层次上的错误所在。

3. 德育向学科教学和各类教学活动渗透
白正梅认为：“德育渗透就是在教学过程中贯穿德育教育，把教书与育人统一起来。具体地说，德
育渗透就是指办学者和教师端正办学方向，把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及品德要求、道德信念融会贯通
于各学科之中，使受教育者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同时吸收道德的营养。”[4]这样将“德育渗透”理解
为将德育渗透在教学活动中是最为普遍的一类“德育渗透说”，通过知网搜索“德育渗透”主题，所得
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对各学科中德育渗透的研究，作者身份基本是中小学教师，这些文章表现出理论化略
低但有相当高的实践性、操作性特点，表现对于“德育渗透”的内涵缺乏探讨而致力于探索其实践路线。
综合分析这些文章，可以得到一条相当“完整”的思想路线。

3.1. 学科教学活动是德育渗透的载体
教学活动是学校教育的首要工作，绝大部分的教育任务都依赖教学活动完成，德育向学科教学渗透，
学科教学就是德育的载体。王崎峰把德育的载体分为隐形载体和显性载体，并将专业学科教学归入德育
隐形载体类型中的一种，同时指出教学活动中教师、教材教学氛围中含有丰富的德育因素[5]。郑湘晋同
样认为德育渗透是一种隐性德育，他指出学科教学作为德育渗透的载体而且着重强调了教师在德育渗透
中的重要性[6]。总结而言，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者具有自身的人格魅力道德修养、教材作为人类文
明的载体都具有丰富的德育因素。

3.2. 根据学科特点在教学内容中寻找渗透点并确定相应的德育目标
不同学科的教学内容有不同的性质，其中所蕴含的德育意义也就不一样，找到教学内容中含有德育
意义的部分作为渗透的结合点和渗透点，并根据它所包含的道德内容确定德育的目标，这是进行德育渗
透的准备工作。戴佳敏通过分析英语学科德育的特征指出“教师在制定德育目标时应注意把德育目标具
体化和实践化”[7]，再例如历史学科因为有大量的历史事件和伟大人物，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并激
发学生对理想的追求[8]，地里学科可以培养学生爱护环境意识和节约资源意识[9]。

3.3. 选择德育渗透方法、策略、原则以及实施
在最后一个环节，教师的作用和地位再次体现出来，教师在确定目标以后还要根据学生的实际状况，
选择良好的手段方法来进行合理的德育实践。
这个看似完整合理的思想路线，有一处自相矛盾的地方，德育向学科教学渗透的思想前提是学科教
学中没有德育因素和德育影响，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的“渗透”才能成为可能。但在第二个环节，却
在教学活动中寻找结合点和渗透点，老师、教材、师生间的互动都成为含有丰富道德因素的“渗透点”，
然而这些丰富的德育因素实在渗透实现之前找到的。所以，“德育向学科教学渗透”思想最大的错误就
在于它否定了教学自身的教育性。赫尔巴特曾提出“教育性教学”的思想，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
德的培养，教学作为教育的手段自然也是培养道德的手段，“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
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只是一种失去手段的目的”[10]。我们的教育通过各种各样的活
动展开，教学是教育的实践，它本身就是实践着的教育活动，教学与教育具有同质性，这是教学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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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教学具有教育性。另外，学科教学从课程的设置到教学实践其目的都是为了培养人，促进人的发
展，学科课程选择的内容是人类文明精华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价值，主导教学的教师以完整的人格投入
到教学中，其人格品质、道德修养都是影响学生道德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学是师生间生生间的互动实践，
学生积极主动的与老师同学交往是道德发展的基础，教学活动的主体和内容也决定了教学自身具有教育
性。虽然，由于过于激烈的教育资源竞争、唯分数论的教育评价等一些现实的原因，教学实践的教育性
被弃置了，但这并不意味需要从教学的外面寻找实践学科德育的路径，学科德育的实现仍在学科教学自
身，而不是外求“渗透”。有趣的是，第二个环节正是从教学自身寻求德育意义的路径，所以学科德育
渗透论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既然它含有正确的学科德育路径，那么它就有实践价值，是可行的。它将德
育与学科教学二分，否定教学的教育性的逻辑起点会阻碍教师对教学的教育性理解，教师将教学看成简
单的学科知识传授，将德育渗透进来是额外的要求，虽然它在实践上确实能获得一定的成效，但也杜绝
了实践真正具有教育性教学的可能性。

4. 德育对人的渗透性
这一层次的德育渗透指的是以渗透的教育方式，避免灌输从而潜移默化地将德育内容传授给学生，
强调德育过程的隐蔽性、渐进性与长期性。如陈发军认为：“德育渗透是指将德育目标通过各种途径，
依据德育与其它领域的联系，运用各种手段与措施以不易察觉、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德育内容缓慢地传
递给学生的过程。”[11]对德育过程的渐进性长期性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所谓德育影响对人的慢慢渗透在
本质上仍是一种由外向内浸染的德育观。人的道德发展是内外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除了需要外在
的教育和指导，儿童内在的因素却是德育的起点，品德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内在品质的生发，所以比强
调德育的潜移默化与渐进性长期性更为重要的是德育是否以儿童作为起点，是否依据儿童的心理特征个
性特征展开。张正江等总结了德育渗透存在的若干问题，其中两个是德育内容与儿童关系的问题：“渗
透的内容没有考虑学生的年龄与心理发展特征，比如对小学生进行生硬的核心价值观的渗透；渗透的内
容没有考虑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因此学生难以产生兴趣”[12]。简而言之，德育长期性与渐进性的原因
在于人主体发展的长期性，德育对人的渗透性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过于强调了外在的影响。

5. “德育渗透”的实践困境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可以发现“德育渗透”错误地理解了德育与其他各育的本质及彼此之间
的关系不利于正确地理解德育本质，而否定教学的教育性又企图以教学的教育性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的
方法本身存在错误也阻碍了真正的学科德育的实践，忽略儿童的主体性地位亦不利于儿童的发展。所以，
“德育渗透”的说法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摒弃的概念。这一概念的使用，会为学科德育造成实践困境。
这种困境不是具体学科德育所遇到的困难，而是对所有学科德育造成普遍阻碍。
知网上德育实践文章的作者绝大部分是一线的教师，他们结合自己的学科教学中含有德育性的内容，
分析如何进行“德育渗透”，这恰恰表明他们模糊地理解了教育性教学以及学科德育，而把学科教学本
身应该具有的德育性，理解为“德育渗透”，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思想认知中，混淆了学科德育和德育渗
透。这是“德育渗透”造成的第一个困境，即阻碍教师准确彻底地理解学科教学自身的教育性，当他们
使用这个概念时，教育性教学的深刻内涵就会离他们越远。
这种思想上的混乱，紧接着就使学科德育面临第二问题，也是学科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学科教师
并不会将德育视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人认为，这一概念可以提醒学科教师，在学科知识教学中有意识
地增加德育内容，总好过没有德育内容，是利大于弊的。而概念的混乱，以及德育外在于学科的认知，
会使教师下意识地摒弃教学的德育任务，德育可以向学科教学渗透，自然也可以不必渗透。于是，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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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学简化为知识教学，而不是教育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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