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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sonality charisma of a teacher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hysical, intellectu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s a teacher, we should shape our own charisma by the following key points: having wide and open fields of vision,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mastering the
skills o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arts on criticising students, respecting and loving students, and
more, cultivating the pure love feelings to the living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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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的人格魅力对于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都非常重要。作为教师，我们在塑造自身的人格魅
力时，应该注意以下五个关键，即开阔视野、提高专业素质、注意非语言沟通和批评的艺术、关爱学生
和渗透生命情怀。
关键词：教师魅力；非语言沟通；批评艺术

1. 引言
心理学家认为，
“人格是一个人在其生活实践中经
常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个体心理特点的总和，它包括
个人的能力、气质、性格、兴趣、爱好、态度、信念

他们喜欢的教师相处，有助于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形成
一种良好的积极状态，这种状态能够激起他们浓厚的
”
学习兴趣，有利于学习成绩的提高[1]。
人格魅力在师生沟通中具有“潜在的心理示范”、

等等，是一个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崇高的美学感召”、“特殊的社会塑造”和“无形的

的独特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和情绪反应。”而教师的

柔性管理”等四个方面的潜“话语”力量。教师的人

人格魅力则是指教师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等方

格魅力对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都非常重要，那么作

面所具有的能吸引他人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尤其

为教师，我们应该如何来塑造自身的人格魅力呢？笔

是影响其所教学生的力量。

者认为，在塑造我们自身的人格魅力时，应该注意以

贾文静围绕大学英语教师人格魅力对学生英语学

下五个关键点。

习的影响这一主题，随机抽取其所在学校大学一年级、
二年级的 80 名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

2. 正文

显示：
“60%的学生认为大学英语教师的人格魅力有助
于学生对大学英语学习产生兴趣。学生普遍认为，与

2.1. 教师应该具有开阔的视野

*

资助：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地方院校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英语沟通能力培养研究”(项目编号：10YB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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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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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科技革命、知识增长和经济全

作、表情、眼神、空间、体触、环境或时间等非语词

球化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正越来越深地影响着当代教

符号，即非自然语言为载体所进行的信息传递。在过

[2]

育的走向 。信息化浪潮已经波及世界各个角落，经

去的三十年里，研究者、学者和实践家们已经意识到

济文化政治日益频繁和深入。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非语言沟通对课堂环境的相关性。对于师生沟通来说，

不同种族、国籍和文化背景的地球村民正在为人类的

非语言因素与语言因素同等重要，而且经常会重要得

共同的理想和使命而努力。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必然

多[4]。先给大家看一段访谈资料：

是面向世界、强调国际理解的教育。作为新世纪的教

学生子昕说：
“(我读)初一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喝

师，要有放眼世界的眼光，以开放、理解、包容和尊

酒以后上课，我没注意听讲他竟然打了我一耳光。他

重的心态参与国际对话和社会沟通，把自己置身于人

经常喝酒之后上课，是个酒鬼、整天昏昏沉沉的。(我

类文明共同发展进步的广阔舞台和当代教育发展的大

那天)有点困，前一天晚上学得太晚没休息好。他教我

潮中，让自己成为视野开阔、胸怀世界、积极参与时

们生物，四十多岁，不是主课老师，(本来)不那么管

代变革和推动时代发展的现代人，从而在学生面前展

我们。挨打之后很恨他，(虽然后来)那老师和我道了

示出大气的风格。

歉，但我(还是)讨厌他。他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后
来我很少听他讲课。
”

2.2. 与时俱进，终生学习，不断提高专业素质
在信息匮乏的过去，
“一块黑板一支笔，一本教案
用几年”在教学领域里是很常见的现象。教师的授课
内容陈旧、枯燥而呆板，其教学语言缺乏提炼，教态
慵懒，这使得原本富于活力的生命个体沦于失声和静
默状态。假如说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所限，那
么，在知识和科技日新月异、网络和其他各种媒体发
达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抱残守旧，教学之路就会越走

这位生物老师，自己喝酒之后上课这事本身就有
违教学常规，学生没听讲他不问青红皂白动手打学生，
错上加错。学生没注意听讲是因为头天晚上用功学习
太晚，本可以理解，老师本可以在下课后与学生商讨
解决不“注意听讲”的问题，但这位老师没有。
“我讨
厌他。他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后来我很少听他讲课。
”
从学生说的这些话，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整天昏昏
沉沉的”且会打学生的老师与学生沟通的状况和因此
造成的后果。作为老师，如果“遇到在课堂上开小差

越窄，课堂也会越来越不受学生的欢迎。相反，如果

不认真听讲的学生，不是严厉批评，而是以眼神制止

我们能与时俱进，终生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

或走到其身边，轻敲其课桌表示无言警告”，这样做的

质，我们就能在学生面前挥洒自如，赢得学生的关注

话效果是不是会更好呢？打学生本身是体罚学生的行

和欣赏的眼光，增强人气指数，并起到“随风潜入夜，

为，而体罚学生又是违法行为。体罚学生会严重伤害

润物细无声”的榜样作用。笔者认为，提高专业素质

学生的自尊心，重者甚至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对于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教师一定要注意非语言的沟通，

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常换常新的知

要有同理心，以妥善解决师生课堂沟通问题[5]。

识。其次，掌握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能
有效地组织学生活动，善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及时
捕捉和处理学生发出的信息，提高学生学习参与度。
第三，熟练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第四，
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善于自我批评，具有高尚
的思想品德[3]。第五，勇于进取和创新。第六，积极
锻造语言的魅力，善于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

2.3. 注意非语言的沟通，决不体罚学生
非语言沟通是指借助人的仪表、服饰、姿势、动
Copyright © 2011 Hanspub

2.4. 要有教育家的风度，心理学家的理智；尊重
和关爱每一个学生，注意批评教育的艺术
教师的心灵世界里不应该有“我很讨厌那个学生”
这句话。这里讲一讲陶行知先生“四个糖果的故事”。
“当时育才小学校长陶行知在校园看到男生王友
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男生，当即斥止了他，并令他放
学时到校长室里去。
放学后，陶行知来到校长室，王友已经等在门口
准备挨训了。可一见面，陶行知却掏出一块糖果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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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说：
‘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

重而酿下的惨重后果。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展示生

我却迟到了。
’王友惊疑地接过糖果。随之，陶行知又

命活力、提升生命境界、创造生命之美的过程，在教

掏出一块糖果放到他手里，说：
‘这块糖也是奖给你的，

育中，我们应珍视生命，保护生命，和学生一起体悟

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明

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
’王友更惊疑了，他眼睛睁
得大大的。

3. 结论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到王友手里，说：
‘我
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
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
有跟坏人作斗争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
’王友感动极
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说道：
‘陶……陶校长，你……
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
的同学呀！……’
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递过
去，说：
‘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糖果，
可惜我只有这一块糖了，我的糖完了，我看我们的谈
”
话也该完了吧！’说完，就走出了校长室[6]。
“四个糖果的故事”让我们深切感受到陶老先生
的教育家风度。
“发现学生犯错及时制止，王友在校长
室等着挨训说明学校对孩子的养成教育到位，第一块
糖果以奖励获得了王友的认同，第二块糖果奖励得具
体，王友更惊疑了，之后经过调查之后的第三颗糖果
更是使王友流着泪后悔，第四块糖果讲出了陶老先生
对王友的期待。”这个故事也暗示我们陶老先生颇懂学
生心理，并采用了相应的沟通策略，从而达到教育的
目的。

2.5. 在师生沟通中渗透生命情怀[2]，用爱心和良
好的沟通来构建师生沟通桥梁,引出学生乐
观向上的性灵

在以上所述的几个关键因素中，尊重和关爱学生
是核心，是关键中的关键。巴特尔曾经说：
“教师的爱
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
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
”如果一位教
师对学生没有爱心，纵有再精深的学识，再熟稔的教
学技巧，也终将是无皮之毛，无根之花。只有教师心
中对学生充满了热爱之情，其人格魅力才会有得以彰
显的肥沃土地。
记得有一首写给老师的歌，歌词是这样写的：你
给我一句话，就打开了一扇窗；你给我一个微笑我就
充满了力量；你给我一个眼神我就找到了方向；你张
开双手让我遨游知识的海洋……这首歌以简单而透彻
的语言，非常到位地描述了教师独有的人格魅力对学
生成长的具有终身性的积极影响。以爱生为核心，精
深的专业素质为半径，既拥有开阔的视野，又具备非
语言沟通的艺术和师生沟通的技巧，在跟学生相处的
点点滴滴中饱含生命情怀，这既是教师人格魅力的体
现，也是塑造人格魅力的关键方式。身为教师，一定
要注意做到这几个关键点，积极锻造自身的人格魅力，
以人格塑造人格，以爱心培养爱心，为我们祖国的繁
荣昌盛，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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