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师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

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

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

在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

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

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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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2]，这

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从美好教

育开始，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对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具有重

要支撑作用。因此，今后教育发展的新使命是进一

步促进教育均衡发展，解决好各级各类教育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问题，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享受

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

要提高教育质量以实现新时期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新使命，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

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指出：“教师

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

造人的工作。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一流教师，不断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

国教育事业发展的紧迫任务。”[3]教师要做学生锤炼

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

路人、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其整体素质是教育质量

提高的基础和重要保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

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

民族的希望”[4]。所谓“好老师”，最关键的就

是具有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教师职业道德

简称“师德”，是教师职业素养的核心与灵魂，

是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时

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则，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和品质 [5]。新时代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的一代青年，培养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主力军，作为这支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

人，教师自身的人格境界与价值品质至关重要。正

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明确表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

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高校立身之本在

于立德树人”[6]。由此可见，高校师德建设不仅是办

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培养卓越人才的必然要

求，也是提高高校教师素养，坚持教书育人，坚持言

传身教，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的题中之

义。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指导下高校师德建设的内涵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

想是高校师德建设的指导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发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教育思想是这

个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以国家

教育事业发展意志与国际化教育战略眼光为双重

手段，关注固有精神文化的觉醒以及人类“德性”与

“正义”实现的问题 [7]，准确把握了时代特征，形成

“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论，是对教育领域实践经验

的科学提炼，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文化自信与民族

智慧，在理论与实践上为新时期中国教育指引了前

进方向。首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习近平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放在提高保障

和改善民生水平的战略高度，并特别强调了“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

质教师队伍”的重要意义。习近平高度重视师德，

特别是指出高校应将立德树人作为立身之本；承担

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责任的教师，应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这

为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确立了指导思想。其次，习近

平同志对师德的阐述也充满了文化自信与民族智

慧。“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三寸粉

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

等充满生活智慧和感情温度的话语，既是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对德育领域实践经

验的科学总结与提炼，能够切实有效地指导高校教

师的价值追求与境界提升。

（二）“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与“四个相统

一”是高校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201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

生代表座谈时指出：“一个优秀的老师……既要精

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任和使命。”同

时，他还提出了“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四条

标准，即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

识、要有仁爱之心。这既是对教师职业素养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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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也概括了一个好老师应有之“道”，古语云“才

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师德是“师道”的根

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考

察时强调，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

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

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这是对教师工作价值的

高度赞誉，引导高校教师从基本职业底线规范到追

求价值实现的师德境界。同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教师要坚持

教育者先受教育，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

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

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

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这是新时期

高校师德建设的时代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与“四个相统一”，对高

校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提出了具体

要求，实质上是对师德内涵的当代诠释：高校教师

应该明“道”、信“道”、有“道”、传“道”，是新时期高

校师德建设的核心内容，也为高校师德建设指明了

实践路径。

（三）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是高校师德建设的

根基与推力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高校师德

建设应汲取传统师德中的养分，根据世界教育理念

转变提出的时代要求，以爱岗敬业、以身作则等为

核心的中华传统师德精神和以尊重生命、尊重人类

尊严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相结合，以提供源源

不断的精神动力。首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师

德建设的内在根基，高校教师应当加强自身的人文

修养，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在我国最早对教育

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学记》中，有对师德建设重要

性的高度概括：“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古之教者……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

之，此大学之道也。”在这里，师德不仅是教育者的

个人素养，更是国家治理者实现治国安邦、移风易

俗的根本。《大学》开篇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也是以德性为根基，从个体

扩展到社会，从内在修养延伸到社会秩序。其次，

习近平总书记 2017年 1月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

中心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时，向全世界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重要思

想。十九大报告再一次重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这不仅是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也与世

界教育的理念转变与发展趋势高度一致。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2015年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

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提出，教育应该以人文主

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

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

担共同责任。2017年9月，在向深圳北理莫斯科大

学开学典礼贺辞中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进步的

重要推动力，也是促进各国人民交流合作的重要纽

带”[8]，是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构筑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力量。因此，当今世界所共同倡导的人文

主义精神是师德建设的外在推力。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引领下高校师德建设路径

（一）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是习近平教育思

想引领高校师德建设的根本保障

若要促进师德建设，让高校教师“不敢失范”，

首先就是要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从根

本上遏制和杜绝高校师德失范现象的发生 [9]，让高

校教师“不敢失范”。正如对于人们为什么会遵守

法律这一问题的理解，存在工具主义和规范主义两

种观点一样[10]，工具主义与规范主义两种视角也诠

释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引领下高校的师德建设途径。从工具主义的观点

来看，人们在行动之前会对遵守制度的收益或违反

制度的损失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影响其最终的行为

结果。因此，提高违反师德所受惩罚的确定性与严

厉性，可以促使教师遵守来自外在约束的师德规

范。而根据规范主义的观点，规范性忠诚是以个人

道德义务感或对制度当局合法性的认同为基础

的。当人们认为制度具有道德正当性时，或认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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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当局合法性的情况下，人们会按照制度要求严格

约束自己。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设立底线师德规

范，完善师德考评制度，加大师德失范惩罚力度。

另一方面提高师德规范的“合法性”，让类似于“蜡

烛”“春蚕”这些带有某种牺牲精神或理想主义的师

德境界，能与教师实际的道德生活状况相结合，能

真正在教师心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高校教师能

认同这些道德规范的正确性并长期遵循、内化为自

身的道德信念与道德品格。

（二）提升教师道德自觉是习近平教育思想引

领高校师德建设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同志指出，“师德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

文化品位的体现。师德需要教育培养，更需要老师

自我修养”[11]，我们应通过师德教育与师德学习，让

高校教师获得道德意志、提升道德自觉，使其“不能

失范”。按照麦金泰尔的观点，道德建设同时需要

与正义的制度相匹配的主体性条件，对那些缺乏正

义品德和正直秉性的人来说，即便是正义的制度也

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12]。因此，我们仅仅提供正

义的制度供给是不够的，而应转化为制度认同最终

导向教师的制度自觉，切实发挥习近平教育思想对

教师道德境界的引领作用，将提升教师道德自觉作

为高校师德建设的内生动力。美国道德心理学家

莱斯特（Rest）提出“道德四成分模型”，在组成道德

心理反应模式的四个要素道德敏感、道德判断、道

德动机和道德品格中，前两个组成部分涉及对道德

环境的区别与判断，道德动机与道德品质真正决定

个体是否实施道德行为 [13]。高校教师是具有独立

人格与道德判断的个体，是道德行为的实施主体，

虽然有教育部师德建设“六禁令”“红七条”等规范，

以及师德失范处罚条例或“一票否决制”等制度约

束，但教师个人的道德义务感、道德品质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高校道德建设的实效。高校师德建设

应秉承人文主义精神，以导向教师自身“美好生活”

的关怀来提升教师道德自觉。教师自身的美好生

活离不开物质需求的满足，但教师职业的特殊性，

即教师在工作中所能获得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的快乐感、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传道授业解惑的

使命感与师生情感交融的满足感，使教师获得道德

意志、追求更高师德境界成为可能。首先，我们应

加强高校教师的师德教育与师德学习，用“四有好

老师”“四个引路人”与“四个相统一”武装教师思

想，提高教师职业的崇高感与使命感。只有高校教

师科学认识自身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明白尊师重教的

时代内涵，才愿意遵循师德规范并产生师德自觉的

内在要求。其次，我们应引导教师将个人理想与社

会发展、追求生命完整性与教师专业发展有机结

合，把师德自觉提升到教师个体动机与价值觉醒的

高度上来，获得和形成克服诱惑的道德意志。

（三）培育师德文化是习近平教育思想引领高

校师德建设的力量源泉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发展是个体与其

所在生态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高校教

师师德的养成需要内在改变，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

影响与支持。尤其是个体外部存在的对其道德潜

能及其运用领域持肯定、赞许和鼓励态度的情感氛

围，以及由此而来的个体适应感和成功感，必然促

成新的道德成长动机[14]。同时，高校是优秀文化与

先进思想的发源地，承担着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职

能。因此，培育道德文化、形成良好道德氛围，对高

校教师获得道德情感，达到“不愿失范”的师德境界

至关重要。首先，应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思想引领高校师德建设，加强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加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教育，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及

中共党史与国情教育，用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先进文

化引导教师追求更高师德理想。第二，通过加强高

校领导干部道德教育、提倡道德型领导方式，大力

宣传和表彰师德先进的普通教师，发挥党员教师的

先锋模范作用，创设“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道德

氛围，激励与引导高校教师内化师德榜样的精神品

质。第三，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提升高校教师

对所在组织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基于社会控制理

论，个人与社会之间必须建立起某种联系，才能对

个人行为产生约束作用。依附是个人与社会联结

的重要组成要素，当教师个人把自己归属于高校教

师这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中，并对所在高校产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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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与联结感，就会重视他人期望、意见与群体成

员关系，对群体内重要他人产生情感依附，倾向于

按照群体的道德标准、价值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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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XI Jinping’s Education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LUO Li-jun① LIU Dan② QIAO Dekyi③ ZHAO Yu-fang④

(①Faculty of Psychology Chongqing 400715 ②Facult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
③Tibet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Lhasa, Tibet 850000 ④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public’s strong appeal to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flects our society’s main contradiction in educa⁃
tion field in the new era.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ers is a solid foundation and key guarantee for the improve⁃
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professional ethics is not only a neces⁃
sary requirement for cultivating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ho should achiev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and aesthetics. It is also the key to enhance teachers’quality.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ducation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his thought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which implie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national wisdom;
and provides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eachers’professional ethics construction. Under the guid⁃
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should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and connotative goal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ethics in the
new era;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ity cultur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er’s moral awareness.
Key words: XI Jinping’s education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construction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总第133期）·· 16 ·· 16 ·· 16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