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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综合

引导高校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五位专家谈
——
《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自尊自律， 为人师表
核心观点
“极少数高校教
师育人意识淡薄，学
风浮躁， 甚至学术不
端，言行失范、道德败
坏等， 严重损害了高
校教师的社会形象和
职业声誉。 ”因此，有
必要在高校建立健全
师德建设的有效长效
机制。

■顾明远
《意见》对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
师大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提出的做
“四有”好老师，非常重要、非常及时。 说
它非常重要， 是因为高校教师是社会最
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是青年的导师，社会
风尚的引领者。 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不
仅关系到青年学生的成长、 高校的人才
培养质量， 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道德
风尚。说它非常及时，是因为当前我们的
教育正在遭遇到多元文化、 多元价值观
的挑战。 社会各种思潮通过各种信息媒

体向学校奔涌而来。 高校不是社会的真
空， 同样受到社会消极风气的影响，“极
少数高校教师理想信念模糊， 育人意识
淡薄，教学敷衍，学风浮躁，甚至学术不
端，言行失范、道德败坏等，严重损害了
高校教师的社会形象和职业声誉。 ”因
此， 有必要在高校建立健全师德建设的
有效长效机制，树立正气，抑制邪气。
高校如何加强师德建设？ 高校的教
师都是有渊博知识、 有理性认识的知识
分子， 高校的师德建设应该以教师为主
体， 强调自尊自律， 明确自己肩负的育
人使命， 以身作则， 成为青年学子的榜

样。 刚入职的青年教师， 要把师德修养
作为入职培训的第一课， 使他们认识教
书育人的使命和师德的重要性。 对于中
老年教师主要强调淡泊明志、 严谨笃
学、 敬业爱生， 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能
够引领青年教师和学生树立崇高理想，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培养他们具有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心、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高校教师如何提高自身修养？ 学习
是唯一的途径。 毛泽东说， 教育者先要
受教育。 教师要向社会学习， 向群众学
习， 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生学习， 当然

也要学习理论， 要博览群书， 通过学习
达到自尊自律、 慎独自爱的精神境界。
高校教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关心国事， 明确高
校所肩负的培养人才、 振兴学术、 创新
知识的使命， 树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理想。
高校教师要学习中华优秀文 化 传
统， 传承中华美德， 树立矢志爱国、 自
强不息、 厚德载物、 诚信待人、 慎独自
爱的精神。 对自己学而不厌， 对学生诲
人不倦， 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高校教师要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要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
穿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处处育人、时时
育人，引导和把握好人生方向，特别是引
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
扣子。

高校教师要博览群书， 文理联盟， 理
科教师可以读点文学艺术作品， 提高文化
修养； 文科教师可以读点科普作品， 了解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通过读书来修
身养心， 提高文化修养、 思想品位、 高尚
情操。 我国历代大师名师无不重视自我修
养、 注重道德文章。
高校教师要树立严谨治学的学风， 反
对浮躁， 反对急功近利、 追名逐利的思
想； 反对导师霸权主义的老板思想， 把学
生当雇员， 只使用不培养。 总之， 要与歪
风邪气作斗争。
高校教师的自尊自律是主体， 但也需
要有制度来保障， 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
长效机制就是一种制度保障。 各高校需要
认真贯彻落实。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
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

应重视高校师德的特殊性
核心观点
提倡师爱， 必须
强调严慈相济，“严在
当严处， 爱在细微
中”。 所谓“严”，首要
强调的是“做人”，一
流人才的基础是砥砺
一流品性。 在教育学
生学会做人的同时，
又要教育他们立志成
才。

■林崇德
《意见》 出台非常必要， 也非常及
时。 认真学习， 感受颇深。 高校师德特
殊而重要。 高校师德的特殊性主要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高校教师师德以
培养杰出人才为标志， 二是高校教师师
德以淡泊名利为行为准则， 三是高校教
师师德以崇尚学术为基础， 四是高校教
师以教育创新为前提。
一、 做严慈相济师爱的开拓者
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 应提倡
“爱 的 教 育 ” 。 爱 的 教 育 集 中 体 现 在
“师爱” 上。 提倡师爱， 首先要强调高

校教师师爱的特殊性。 同样是师爱，
对成年期的学生所涉及的内容和表达
方式与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差异。 高校
教师对学生的师爱， 更要提倡多一份
民主， 少一点“师道尊严”， 应对他们
有足够的尊重。 提倡师爱， 必须强调
严慈相济， “严在当严处， 爱在细微
中”。 所谓“严”， 首要强调的是“做
人”， 在教育学生学会做人的同时， 又
要教育他们立志成才。 提倡师爱， 在
这 个 感 情 投 入 与 “回 报 ” 的 过 程 中 ，
教育实现了其根本的功能。 高校教师
的师爱会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发展、 人
格的形成、 职业的选择、 人生道路的

转变， 甚至会影响其毕生。 因此， 高
校教师应把整个心灵奉献给学生， 将
神圣的师爱均匀地撒向每个学生。
二、 做廉洁从教的执行者
高校教师应廉洁从教， 具体来讲，
就是提倡以身作则、 团结协作、 廉洁从
教、 依法执教。 坚持廉洁从教， 就要顾
全大局。 高校教师应在顾全大局中坚持
自尊、 自律、 自强， 做灵魂之师、 学问
之师、 诚实守信之师、 社会公德之师，
特别是清廉之师。 坚持廉洁从教， 就要
甘为人梯。 高校的发展需要加大培养选
拔优秀年轻的干部和学术带头人， 健全
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我们更要激发

年轻教师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创设有
利年轻学者出精品、 出效益， 有利成长
的环境， 开创人才辈出， 一代更比一代
强的局面。 坚持廉洁从教， 就要牢固树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遵纪守法， 努
力抵制各种错误思潮， 反对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以德施
教、 以德立身的楷模。 严格要求学生首
先要严格要求自己， 只有上梁正， 下梁
才能不歪。
三、 做学术道德的实践者
学科建设是高校重中之重的任务，
而学科建设的核心在于教师队伍的建
设。 崇尚学术， 谨防玷污， 正是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师德建设的关键。
讲学术道德首先要讲献身科技、 服务
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这几年教育
部表彰的师德模范或优秀教师中， 有
相当一批是高校德才兼备的院士、 专

家， 他们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其一切贡
献给中国科技事业， 全心全意服务于社
会现实需要。 讲学术道德， 必须有实事
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治学的态度。 高
校教师要从师德要求出发， 坚持真理、
探求真知、 做老实人、 办老实事， 自觉
维护学术尊严和学者声誉。 讲学术道德，
就要自觉地树立法制观念， 不做任何学
术道德失范的事。 在学术研究中， 自觉
带头认真履行保护知识产权职责， 尊重
他人劳动和权益， 是高校教师师德的起
码要求。 讲学术道德， 就要保证学术评
价的公平和公正。 高校教师参加学术评
价的机会很多， 无论参与哪种类型的学
术评价组织， 都要坚持客观原则， 不滥
用学术权力， 做到对任何个人或单位都
能照章办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中
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

■

与时俱进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王嘉毅
核心观点
作为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 要从战略高
度认识教师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 除了制度
建设、 加强监督和树
立榜样模范之外，还
要注意在人文关怀中
构建师德建设激励机
制， 建立健全感情留
人、 事业留人的激励
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
座谈会上指出， 广大教师是打造“中华
民族‘梦之队’ 的筑梦人”。 作为省级
教育行政部门， 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教师
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千方百计为“筑梦
人” 服务。
一、 在不断完善中构建师德建设管
理机制
加强师德建设， 基础在教师， 关键
在引领。 通过构建两级“三位一体” 的
运行机制， 明确高校领导责任主体， 形
成党委、 政府互通有无， 齐抓共管， 学

校、 社会、 教师、 学生广泛参与的师德
建设工作格局。 在省级层面， 积极探索
构建“宣传部门、 教育部门、 高等学
校” 通力合作的“三位一体” 领导机
制； 在高校内部， 积极探索构建“党
委、 行政、 师生” 密切配合的“三位一
体” 工作机制。
二、 在人文关怀中构建师德建设激
励机制
首先， 要建立健全感情留人的激励
机制。 坚持教授治学， 充分发挥教授委
员会、 学术委员会在学校学术建设和学
术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从教师工作和生
活实际出发， 关注教师的利益需求,把

师德建设工作同解决教师的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 其次， 建立健全事业留人的激
励机制。 坚持尊师重道、 崇尚学术的政
策导向和激励作用， 去行政化， 在评优
选先、 职称晋升、 住房保障及师德标
兵、 教学名师、 教学成果奖等各种表彰
奖励方面大力倾斜一线教师， 特别是一
线青年教师， 促使青年教师安心从教，
潜心育人。
三、 在监督评价中构建师德建设约
束机制
首先， 要建立健全师德建设制度，
使师德建设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把高
校教师师德表现纳入教师日常行为规

范、 纳入年度考核指标、 纳入评价监督
体系， 将师德、 心理健康和法制教育内
容渗透在各级各类培训中， 实行师德师
风表现一票否决制， 从制度上切实扭转
教师重科研、 轻育人、 轻师德的倾向。
其次， 要加强监督评价， 严格教育教学
规范管理， 通过听课、 督教、 互评、 教
学质量评价等途径加强对师德水平的监
督。 建立多种有效的师德意见投诉平
台， 接受教师、 学生和家长的监督和评
价， 建立学校、 教师、 家长、 学生全方
位的评价监督体系。 严格实行惩罚机
制， 明确“师德红线”， 对违反师德的
行为决不姑息。
四、 在榜样示范中构建师德建设宣
传机制
充分发挥热爱教育事业、 学 识 渊
博的老院士、 老领导、 老劳模、 老教
授等典型人物的激励、 导向、 示范作

用， 大力树立和培育新时期青年教师师
德先进典型， 以点带面， 辐射带动， 以
榜样的力量来鼓舞人、 教育人。 充分利
用报刊、 网络、 微信、 广播、 电视等宣
传阵地和手段， 在寝室楼道、 教学楼、
专业教室等场所悬挂标语、 口号、 图片
等。 经常性举行师德师风先进经验交流
会、 新老教师师德座谈会， 弘扬真善美、
传递正能量， 营造积极向上、 争先创优
的良好氛围。 激励广大教师带头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遵守师德规范，
使依法执教、 优质施教、 廉洁从教、 文
明执教、 乐于从教成为广大教师教育教
学行为的主旋律。 积极教育引导广大高
校教师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道德情操、
掌握扎实学识、 永怀仁爱之心， 做党和
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作者系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
长）

■

以完善机制为契机 提高师德建设水平
核心观点
立足高校教师队
伍建设实际， 要把握
主题，注重实效，扎实
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
制；落实主体责任，确
保师德建设实效。 要
立足长远， 切实细化
完善机制举措， 全面
提高高校师德建设水
平。

■刘教民
立足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实际， 深刻
认识《意见》出台的重要意义，要立足长
远，切实细化完善机制举措，全面提高高
校师德建设水平。
一、把握主题，注重实效，扎实构建
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以《意见》为遵循，全面加强全省高
校师德建设应着力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把握主题，明确方向。师德建
设的主题主线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教师
深刻理解、 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二是要把握规律，整体构建。要坚持
知行统一。要通过理论学习，形势政策报
告，宣传高校先进典型事迹等各种形式，
引导广大教师把握时代要求与自身价值
的契合点。要坚持考评统一。要推行高校
师德全员考核，建立公开、透明、参与广
泛、公平公正的师德评价机制。要坚持奖
惩统一。 要大力宣传褒奖优秀教师的先
进事迹， 充分发挥其引导时代风尚的作
用。 要严格查处师德失范和违规违纪行
为，建立严格的师德监督、惩戒体系。 要
坚持建管统一。 在推进师德建设中要充
分尊重高校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三是要立足实际，有序推进。要坚持

整体设计，提出统一的目标要求，形成统
一的价值取向， 引领广大高校教师有共
同的目标追求；要结合教师的实际，提出
有针对性的、有岗位特点的目标要求；要
坚持管理岗位、教学岗位、后勤服务岗位
全方位推进，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的浓厚氛围； 要坚持从解决最
突出、最现实，群众和师生反映最突出、
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一项一项地解决，推
动高校师德建设迈向新的台阶。
二、落实主体责任，确保师德建设实
效
高校党委承担着抓好师德建设的主
体责任。 要构建党委统一领导、 统一规

划，党政齐抓共管，院系分层落实，群、团
组织积极参与，纪检部门监督保障，师生
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一是要成立协调组织机构。 各高校
要成立由党委书记、校长任正、副组长，
主管领导为常务副组长，组织、宣传、纪
检监督、人事、教务、科研、工会、学术委
员会等相关责任部门和组织协同配合的
师德建设委员会。 负责制定师德建设规
划，组织师德典型评选宣传，开展师德教
育，查处师德失范行为等。
二是要落实院系的组织实施责任。
把师德建设的具体任务落实到院系，落
实到教研组。 体现在教学、科研、学生管
理、后勤服务的各项具体任务中。
三是要加强师德制度建设。 建立健
全责任到部门、到院系，职责任务明确，
运行有序的制度体系， 使师德建设的教
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各项工作任

务有机构承担，有人员落实。
四是要健全师德建设阵地。 各高等学
校要充分利用地方媒体、校园媒体、校园橱
窗、校园微电影等形式展示师德建设成果，
宣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形成学先进、做
先进的浓厚校园氛围。
五是要增加师德建设经费投入。 像重
视学校设施建设一样， 重视师德建设的
经费投入， 学校要设立专项经
费用于相关职能部门和
院系开展师德建设工
作， 为高校师德建
设提供有力的条
件保障。
（作者系河
北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教育工
委书记、
厅长）

■

把“师德为上”在高校落细落小落实
■杨晓慧
核心观点
贯彻“师德为上”
需要紧密结合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的实际，
在落细、落小、落实上
下功夫，细致入微、积
小成大、务求实效，使
“师德为上”成为高校
教师日常工作生活的
基本遵循。

“师德为上” 是 《意见》 强调的重
要理念，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教师
节重要讲话的重要举措， 是对 《中共中
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意见》 有关“师德为上” 的提
法及精神的弘扬和发展。 坚持师德为
上， 就是要以立德树人为出发点和立足
点， 找准与高校教师思想的共鸣点， 增
强高校师德建设的针对性和贴近性， 培
育高校教师的高尚道德情操， 努力在高
校形成明德崇德育德的良好氛围和长效
机制。 贯彻“师德为上” 需要紧密结合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 在落细、 落
小、 落实上下功夫， 使“师德为上” 成
为高校教师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

落细， 就是细处着眼， 细致入微。
落实“细” 的要求， 关键是要使高校师
德建设细到人心、 细化政策、 细腻推
进。 细到人心就是要在认识和理念上着
力， 让师德为上的理念触及人的灵魂，
成为高校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的自觉追
求。 这就需要着力提高高校党委特别是
领导干部对高校师德建设时代内涵、 本
质特征、 关键瓶颈的认识， 以及推动高
校师德建设理念创新、 制度创新、 手段
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着力增强广大高校
教师师德修养自觉， 激发高校教师形成
善良的道德意愿、 道德情感， 培育正确
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 提高道德实践
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向往和追求
讲道德、 尊道德、 守道德的生活； 着力
引导学生积善成德、 明德惟馨， 培育知

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
尚，为加强和改进高校师德建设提供有
益支撑。 细化政策就是要将《意见》精神
与各地各高校实际相结合，制定出明确
具体、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将集体领
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明晰责任内
涵、固化责任主体，以完善责任体系为
支撑，着力构建高校师德建设权责对等
的责任分解体系、科学规范的责任落实
机制，形成责任具体、环环相扣、层层落
实的“师德建设责任链”。 细腻推进就是
要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高校师德建设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把握高校师
德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既要不折
不扣地执行 《意见》 要求， 又要切实
考虑高校教师的主观感受， 坚持严格
要求与关怀爱护相结合、 严加约束与

教育引导相结合、 规范他律与自觉自律
相结合， 努力使师德建设润物无声、
熨帖心灵。
落小， 就是小处着手， 积小成大。
要将师德为上融入高校教师日复一日的
平凡岁月之中； 要着力完善师德建设
体制机制， 重视考察高校教师在生
活点滴中的师德表现。 要选树“小
人物”， 就是要充分发挥师德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使师德标
杆可学易学。
落实， 就是实处着力， 务求
实效。 《意见》 提出了一系列切
实可行的举措， 贯彻落实这些政
策， 应下大力气摸实情、 办实事、
求实效。 摸实情就是要坚持和完善
学校党委密切联系师生制度特别是领导
干部联系点制度， 真正听到实话。 办实
事就是要将解决师德问题与解决实际问
题相结合， 不断满足高校教师生活改
善、 职业发展的合理诉求。 求实效就是
要常抓不懈， 维护高校教师的社会形象

和职业声
誉。
（作 者 系 东
北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 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