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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高教周刊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教师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
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
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
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并特
别强调“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
素质的第一标准”，“要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也联合印
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
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制
度规定，坚持尊重规律，注重高位
引领与底线要求结合，全面提升教
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这一规定和要求，从建制度的深度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探寻崇高师德
导向和底线师德持守的合理共存与
平衡发展，是锻造高素质教师队伍
的重要保证和关键之举，对建立起
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具有
重要推动意义。

注重师德师风高位引领

正确认识师德师风建设的高位
引领，教育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
德立学、以德施教。

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
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
求趋向思想”。教师崇高师德需要，
是教师依循师德导向价值和激励功
能认知，对运用高标师德来调整教
育教学关系的期待与欲求。教师专
业发展需要高层次的道德鞭策，教
师肩负着维护和弘扬崇高师德标准
的职责使命，这是教师职业区别于
其他职业道德的显著标志。

教师崇高师德的高位引领，同
共产主义理想指引一样，激励着无
数教师选择和从事了“太阳底下这
个最光辉的教育职业”，涌现出李保
国、黄大年、钟扬等大批优秀时代
典型，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誉和普
遍尊重。然而，伴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转型期带来的负面影响，部分
教师逐渐对教师职业道德的崇高师
德评价标准提出困惑与质疑，尤其
是出现了由资本逻辑所构成的人对
物的依赖关系的“物化”问题，产
生了“耻言理想、藐视道德、拒斥
传统、躲避崇高、不要规则、怎么
都行”的虚无主义文化危机。

这 迫 切 需 要 加 强 师 德 高 位 引
领，确保广大教师树立“为谁培养
人”的价值立场和原则意识，积极
践行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

一是防止脱离实际和要求过高
的崇高师德“抽象”和“不当”问
题。师德“抽象”是对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的表述过于空洞，以致忽略
了崇高师德的现实易感性；师德

“不当”是对教师职业道德诉求过
于苛刻，致使塑造出诸如“病态”

“不食人间烟火”等教师形象。应
予以批判和超越，要对崇高师德内
涵重新定位和结构适当调整，丰富

崇高师德表述的现实易感性，充盈
崇高师德内涵的真实生活性，继而
宣传新时代教师阳光美丽、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和改革创新的新形
象。

二是打破传统崇高师德遥不可
及、与我无关的刻板印象。崇高师
德并非高不可攀，而是贵在坚守初
心，重在履行职责使命。教师的崇
高师德是广大教师在日常教育生活
中形成的道德产物，更多展现的是
教师坚守教书育人初心，将平凡的
工作岗位做到极致的结果。如“红
色”理论家郑德荣先生，在近 70
年教书育人岗位上笔耕不辍、倾心
教学，把个人融入时代，把研究灌
注生命，践行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
的铮铮誓言，证实着平凡孕育伟
大、伟大源自平凡的不破真理。

三是厚植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
风尚。师德高位引领的实现，离不
开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正所谓“国
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
傅，则法度存”。各类学校要从战略
高度认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
性，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
问题相结合，强化教师地位提升、
权利保护、尊师教育和各方联动，
满腔热情关心教师，多为教师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提振师道尊
严，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
业，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事业和社
会上，充满幸福感、成就感与荣誉
感。

划定师德师风底线要求

科学阐释师德师风建设的底线
要求，引导广大教师心有戒律、心
有底线、心有操守。

坚守底线要求是发挥崇高师德
引领的根基所在，教师教育教学活
动在伦理上需要底线师德予以保
障，这里的底线要求是一条“红线
基准”，它能够促使教师职业道德
素养提升立足于教师基本职业操
守，发挥师德体系最佳职业性功能
价值。

例如，《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关于高校教师师德
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
的颁布实施，不仅从十个大方面、
多个小维度，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提出详尽要求，而且从师德禁行的

“红七条”“一票否决”等方面，对
教师师德底线要求划定具体界域，
利于在严管厚爱中营造教师敬业立
学、崇德尚美的新风貌。落实师德
底线要求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制度
规约作用，要把底线准则的要求转
化为具体的任务举措，将其融入教
师教育管理各个环节。

一是避免坚守师德底线时出现
师德“反抗”和“下移”现象。师
德“反抗”是质疑师德标准的儒家
伦理设置的适宜性，认为师德价值
诉求应打破传统师德束缚和羁绊；

师德“下移”是师德潜在评价标
准，在社会整体道德发生多方位下
移情形下随之滑坡，产生诸如“造
假是无奈的选择”“猥亵是难免的冲
动”等师德失范行为。应对其有力
驳斥和回应，更好传播优秀传统师
德文化的当代价值，积极汲取其文
化滋养和德行要义，严守“红线”
基准和要求，防止师德底线陷入

“二次滑坡”窘境。
二是突出规则立德在教师职业

行为准则上的约束价值。规则立德
是加强师德师风制度建设的重要一
环，要根据党和国家颁布的一系列
师德师风建设指导性文件，坚持师
德失范行为“零容忍”，严格制定学
校师德规范内容，推行师德考核负
面清单制度，加大违规行为督促查
处力度，依法依规从严从快进行查
办，做到失范必问、问责必严，让
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

三 是 强 化 纪 律 建 设 和 警 示 教
育。纪律建设是教师自觉树立师德
底线意识的重要支撑，要全面梳理
教师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纪律要求，
及时向广大教师讲好、讲清教师职
业道德规范的具体要求，提高教师
法治素养和规则意识，始终做到

“四个相统一”。警示教育是促使教
师坚守师德底线要求的权威保障，
要抓住教师师德失范典型案例，引
导广大教师自重自省自警自爱，使
其不想不敢不能师德失范。

满足美好师德生活需要

准确把握高位引领和底线要求
的辩证关系，满足教师对美好师德
教育生活的需要。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
设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从师德
高位引领与底线要求结合的制度规
定上看，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
一，铸就师德不同细节、功能的层
级构造，实现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制度体系的“顶天立地”，既为打破
崇高师德与底线师德二元对立思维
范式提供价值导引，也为警惕从崇
高师德简单转向底线师德指明实践
路向。

实际上，坚持注重师德高位引
领与底线要求相结合，并非是一种
由低到高的直接跃升关系，而是一
种相互支撑或交融互通关系。师德
高位引领需要底线要求之警戒，师
德底线要求亟待高位引领以支持。
实现二者在师德师风制度建设中的
导向作用，既要发挥师德高位引领
对建立健全师德教育制度、激励制
度、评价制度的价值导引，也要阐
扬师德底线要求对建立健全师德考
核制度、监督制度、惩罚制度的实
践指导，在二者的良性互动和相互
支撑中，建构起符合健康和人性特
点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一方面，坚决反对两种错误价
值取向。一是驳斥倡导师德底线要

求悬置并优先师德高位引领。这一
论调实质上是坚持底线伦理之于个
人德行的优先，尽管避免了高标师
德理想的重负，但却失去了能够被
教 师 主 动 追 求 崇 尚 美 德 的 动 力 ，
使教师职业道德中的规范内容演
绎为师德本身，继而沦为一种被
动、消极的师德规约，使教师误
认为必须先满足最基本的伦理原
则，然后才能去追求自己的职业
道德理想，最终得出师德底线并
非由某种崇高的师德理想推导而
来，割裂了崇高师德和底线师德
的内在关联。二是批驳支持师德
底 线 要 求 服 务 于 师 德 高 位 引 领 。
这种观点实质上是秉持师德底线
服 务 于 和 促 进 美 好 德 行 的 养 成 ，
虽然强调了师德底线诉求要蕴含
于对那些崇高而又美好的师德价
值追求之中，使底线师德成为促
进 教 师 德 行 生 产 的 一 个 衡 量 标
准，但也使自身陷入师德教育工
具 性 价值的泥淖，只将其作为实

现美好德行修养的充分条件，而非
充要条件。

另一方面，特别强调教师要追
求崇高师德的教育生活。就追求崇
高师德而言，教师的师德现实应当
趋向于这一崇高标准，因为师德高
位引领是教师之所以称其为“人民
教师”“辛勤园丁”“红烛”“春蚕”
的真实写照，而现实趋向的崇高师
德不是“极端”的师德，也不是

“调和”的师德，而是源于现实又引
领现实的师德，更是源于现实又超
越现实作为“理想”的崇高师德。
对这样的崇高师德，教师如果没有
迫切追求的热情与渴望，那么作为
教师的职业幸福该从何谈起？否
则，教师岗位就仅仅是一个养家糊
口的职业罢了。

（作者分别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部讲师、教授，本文系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关
于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研
究”[2019M661198]成果）

恪守师德底线，探寻崇高导向
郗厚军 康秀云

2003 年的这个时候，我正在北
京读大四，毕业前夕，遭遇“非
典”。当时困在学校，百无聊赖的心
境，应该和你们现在相似。十七年
过去，当时的毛头小子早已跻身人
师之列。回想起当年遭遇“非典”
时的焦虑和迷茫，忽然想跟大学生
们说点什么。我琢磨了一下，大概
有四点吧：安静与孤独，烦闷与兴
奋，思考与从众，责任与奋斗。

安静与孤独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盛大最热闹
的节日。今年这个春节却比以往最
平常的日子都要安静：没有拜年串
门，少了走亲访友。往年这时候，
一天串三四个饭局牌局，欢歌笑语
彻夜不休。

如今，估计大家也和我一样，
困在斗室周遭安静。静，有时也是
一种难得的境界。安静不仅是外部
环境，更是内心的境地。安静有时
会让人孤独，也唯安静和孤独才能
让人找到自觉。《道德经》 说：“致

虚极，守静笃。”《呻吟语》说：“天
地万物之理，出于静，归于静。人
心之理，发于静，归于静。静者，
万理精义，万化之枢纽。”达摩面壁
趺坐，十年悟道。周总理早年留学
日本，也立誓“面壁十年图破壁”。

你们一年到头忙于学习科研，
利用这段安静的时间，放空一下被
定理公式和实验数据堆满的大脑，
与自我来一次深入的对话。期待开
学再会，遇到的是一个眼神更坚
定、目标更明确的你。

烦闷与兴奋

这是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的
名著 《幸福之路》 里第四章的题
目，也是我经常跟你们聊起的一个
话题。烦闷产生于现实环境与理想
环境之间的反差，它的另一本质是
人的机能没有被完全占用。烦闷无
聊之际，最易出现两个问题：一是
懈，二是乱，他俩都不是什么好东
西 （梁漱溟先生语）。

与烦闷相对的，是兴奋。兴奋
是猎人遇见猛兽，是搏击手看见擂
台，是攀登者遇见悬崖峭壁。我当
然希望你们不仅现在，包括以后漫

长的求学、工作之路，都能找到让
自己兴奋的方向并为之努力。当然
这个寻找的过程可能会有点漫长。
困在家里的这段时间，可能是你们
最容易产生烦闷的时候。

我有一个师弟，他从不让自己
的生活被烦闷占据，如果实在无事
可做，他就去画图、背单词——画
的图总有一天会用到，日积月累的
单词量让他的英语如鱼得水。他这
种不在烦闷中消磨时光的习惯也使
他受益良多，前两年已戴着“四
青”的帽子成为了国内某著名大学
的正教授。

思考与从众

重大事件发生时，真相与谣言
都满天飞。作为社会公民，关注疫
情，关心疫区人民是必然的，但不
要过多关注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有些人，总有意无意地散播各类小
道消息、爆炸新闻，获取网民关注
或者达到某种不法目的。

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
穷，各种“反转”也屡见不鲜。所
以，不要轻易被倾向性舆论引导，
不要随便站队到某个群体。一些群

体有时对于事实视若无睹，他们永
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是他
们希望看到的东西。这就意味着，
他们惯于把歪曲的想象与因为这种
想象所引发的幻觉与事实混为一谈

（勒庞《乌合之众》）。
我 希 望 你 们 适 度 关 注 疫 情 新

闻，保持独立思考能力，不要轻信
“出大事了”“删前速看”的网络谣
言，相信党和政府救灾防疫的决心
和举措，做好自己分内之事，不给
社会添乱！

责任与奋斗

偶然看到一篇网文，说，今年
的春节年味最淡，但家味最浓。你
们离家求学业已多年，与家人聚少
离多，今后继续求学、工作，与父
母家人相聚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少，
应利用这段时间，与家人好好团聚。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的。除
了自己之外，还有与你生活紧密依
附的父母亲人；除了父母亲人之
外，还有与你事业息息相关的同行
同道；除了同行同道之外，还有与
你尊严荣辱与共的中华儿女。

世卫组织刚刚宣布这次疫情为

全球健康紧急事件，一些国家也出
台了针对我国公民的入境措施，由
于本次疫情，我国公民甚至在某些
国家受到了一些不公正待遇。

个人与 国 家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一
体。我之前在海外访学，去所在学
院报到，学院秘书跟我寒暄之后，
第一句话就是：“嗨，你找到你的
中国同伴了没？”无论在国内如何
千差万别，在世界上，我们都是中
国人。我们的责任，也自然是为了
提高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而努力奋
斗。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
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
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
就是中国的脊梁。”现在，我们有向
疫区逆行的白衣天使、建筑工人，
有八十四岁的钟南山，有不同年龄
的无名英雄，这些，也都是中国的
脊梁。

我想说的，也就这么多了。终
文之际，又记起微信里看到的一个
标题：既然已经延期开学了，为何
不利用多出来的假期再准备一篇
SCI呢？

（作者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
球科学学院教师）

想起了十七年前的那个春天
朱传庆

高教观察

学者观点

安医大附属阜阳医院“90 后”护士刘
静，早上8点钟刚刚下夜班。她匆忙回家收拾
好行李，就坐上了集结的汽车。

1 月 27 日，安徽省援鄂抗疫医疗队出征，
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安徽医
科大学各附属医院紧急派出22名医护人员，他
们与其他省属医院的白衣战士一起，组成安徽
省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伍，出征武汉！

接到通知后，刘静第一时间报名支援武
汉，怕家人担心，她没敢告诉父母。刘静告诉
记者，在安医还有很多医务工作者，面对疫
情，勇于上前，甘当“逆行者”。

婚礼延期，幸福不延期

来自安医大第四附属医院医学影像科的
“95后”的准新娘焦文伟也是其中一位，原定
于大年初六穿上纯白婚纱的她，换上了另一
袭白衣——医学防护服，走上了疫情防控一
线。

“取消各种聚会宴席活动，是我们每一个
人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应该做的。而我又是一
名医务工作者，此时此刻，有召必回！希望能
和同事们并肩战斗，早日打赢这场战争。”大
年三十晚上，焦文伟和家人商量好暂缓婚期的
事后，便通知了所有亲朋好友。爱人陪着她连
夜从铜陵赶回合肥。准新娘第二天便走上最前
线，穿上防护服，为前来就诊的发热病人做影
像检查。

无独有偶，正月初一上午，在与爱人和父
母商议后，安医大附属阜阳医院“95 后”护
士刘晓雷将取消婚礼的通知告诉了自己的亲朋
好友，并在微信群里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回
到工作岗位随时待命，特殊时期，大家共同对
抗。”

对于婚礼改期，刘晓雷并不后悔，她说，
在疫情面前，生命无价，婚礼随时都可以补
办。虽然是心胸外科的一位护士，但刘晓雷已
经主动请缨随时支援发热门诊，父母和未婚夫
的理解支持，让她在一线可以安心战斗。

“护士长，我可以上”

“护士长，其他老师都有孩子要照顾，我
还没成家，我可以上。”面对疫情，安医大附
属巢湖医院消化内科护师余泓扬毫不犹豫丢下
前来陪伴她过年的父母，积极请战，为保卫人
民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 1997 年出生的邱婷
婷刚刚参加工作不到半年，是个瘦瘦小小的女
孩子。今年是她第一次在外地过年，“我想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和我弟弟，昨天是大年三
十，我和他们打了电话报平安。”得知疫情发
生的时候，邱婷婷主动向护士长提出放弃假
期，留在一线。“我也会害怕，但我是一名护
士，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会保护好自己，让家
人放心，希望家人也健康平安。”

“主任，如果需要，我也可以。”
“需要我们，随时支援。”
“无所畏惧，随时等待召唤！”
“加油！”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安徽医科大学

6 所直属附属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主动响应，奋
战一线，在第一时间吹响了安医人抗击疫情的
集结号。即便是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和正月
初一新春佳节，广大医务工作者依旧热情满
怀，一如既往地紧张工作。

“安医青年行动起来”

“我们承诺，安医青年行动起来！”为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尽力阻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病源，守护个人及病人的安全，安徽医科
大学团委还发起“微倡议”，号召全校青年医
护工作者，行动起来到一线，控制疫情蔓延。

目前这项倡议在安医青年的“朋友圈”频
频转发，截至发稿时已有 4353 名安医人郑重
承诺。

为了严防死守院内访客对住院病人的感
染，安医大第二附属医院由团委牵头，在四个
住院大楼入口处设置了访客检测站，临时征召
全院各党支部志愿参加到行动中来。他们经过
紧急培训，穿戴防护具上岗，通过排查每一位
进入病房大楼的访客体温，将交叉感染的可能
性降到最低。

大年初一，通知一经发出，短短半小时
内，来自临床、医技科室和行政职能部门的各
党支部 100 余人通过微信、QQ 向团委报名。
最终入选的 72 人从初二开始，每天上午 8 点
至晚上 10 点三班严格守护住院楼的安全，除
夜间不予外来访视，做到对住院患者的严密感
染防控。

不同于以往的志愿服务，这次志愿服务岗
带有风险性，恰恰因为这样，这种舍我其谁的
精神更显弥足珍贵。

1 月 26 日晚，安医大第一附属医院收到
了一笔 5 万元的捐赠，捐赠人是该校 2014 级
护理学专升本学生朱晨阳。朱晨阳出身于医学
家庭，从小就明白了医生救死扶伤的道理，选
择了医学道路。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各项活
动，努力学习，并荣获全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金奖。毕业后继续拓宽业务，目前已经是省
内同行业知名企业。

“在未来的路上，我会记住我们的校训：
‘好学力行、造就良医’，做一个有社会责任
感，回馈社会的人才。”朱晨阳说。

好样的！安医青年
通讯员 程焱

抗疫一线

2019 年 11 月 19 日，在广西上思县那琴乡中心小学逢通村教学点，
梁志雄手把手教学生写字。一所学校，一名教师，三名残障学生⋯⋯现
年 59 岁的壮族老师梁志雄，为了自己的学生，痴心守望在广西十万大
山北麓的讲台上。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