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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教师如何“修炼”师德？
文 / 李晓东

【摘

要】新时代对师德提出了普遍性要求，更对思想政治课教师提出了体现专业特质的进阶要求。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理解这些要求的层次性，并在日常教学实践中贯彻和落实这些要求，是当前思想政
治课教师必须付诸实践的重要任务，也是思想政治课教师“修炼”师德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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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我国的文化发展历程，尊师重教一直是值得

场合的讲话，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勒了这种变化的

称道的文化传统。而在进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主要脉络。理解这些重要观点，是理解师德要求新变

起来”的新时代之后，如何传承和弘扬这一传统，成

化的基础。

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思想政治课教师作
为教师群体的组成部分，在师德要求上，既有与其他
学科教师一致的方面，又有基于学科本质的特殊性要

1.“四有”是新时代背景下师德修炼的首次明确
要求
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

求。在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教师要“修炼”自己的师

考察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德修养，就不得不关注这个时代，关注社会对于教师

这是党对于师德建设问题的第一次明确要求。习近平

职业的期盼和期待。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师德

总书记首先明确了“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

有很多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全国教育大会和学校思想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1]。然后，他

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明确提出了教

进一步明确了当前时代对于教师队伍建设的迫切要

师特别是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师德建设根据。这些论述

求，即“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

和要求，都是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师德建设不可忽视的

力” [2]。师德居于首位，充分体现了当前时代师德建

基础性根据。

设的重要性。而要落实师德建设，就强调“要有理想
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

一、新时代师德“修炼”的普遍性要求

之心”的“四有”要求。而对于“好老师”的成长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

径，习近平总书记也有明确的说法，即“好老师不是

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新发展对教育也提出了

天生的，而是在教学管理实践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

新要求，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从“有学上”到

锻炼成长起来的”。每一个教师，只有努力按照“四

“上好学”的标志性口号。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教

有好老师”的要求对标，才能通过教学管理实践和教

师的师德要求必然会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

育改革发展的锻炼，达到前述“四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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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个引路人”是新时代背景下师德要求的进

教师作用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为了充分落实这
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既明确要求教师充分认

一步提升
2016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

识和感受到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崇高，明确提出“人

校考察时，明确提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

民教师无上光荣，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光荣，爱惜

奠基工程”，强调“教师是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

这份职业，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做老师

播真理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

就要执着于教书育人，有热爱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

[3]

作，理应受到尊敬” 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基础教育

的坚守” [7] ，又充分肯定全党全社会的任务与使命，

和教师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价值。基础

明确“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

教育与教师作用的有机连接成为这一论断的显著亮

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

点。习近平总书记一方面对教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倾

即“广大教师要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

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 [8]。与之前的讲话相比，这

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

些提法的显著特点就是更加务实，直指教师们最为关

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4]，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也

心和苦恼的实际问题，以此作为促进教师职业道德建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对于教师队伍建设的主体责任，

设的根本手段。这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来说具有重要

并明确提出了“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

价值。

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从

的职业”[5] 的要求。与前述的“四有”要求相比，“四

“四有”要求到“四个引路人”，再到“六项任务”的

个引路人”的要求更加强调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于学

表述，师德建设形成了一个结构化的体系。这个体

生的全面发展的关切，并明确了与这些要求相对应的

系，既全面反映了新时代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础性

政府责任、社会认可等方面的内容。这对师德建设来

要求，又充分将其落实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工

说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作，以及与付出相对应的获得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3.“六项任务”的明确是“四个引路人”要求的
延续和拓展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

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以这些内容为标准，
衡量自己的师德“修炼”和教学实践，使得自己在职
业道德水准方面达到为人师表的基础性要求。因此，
这些内容可以视为师德“修炼”的普遍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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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思想政治课教师师德“修炼”的进阶要求

任” [6] 。这里提出的教师所承担的“六项任务”，在

思想政治课教师作为教师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四个引路人”观点时就有所涉及，但在这里将

除了达到前文所述的普遍性要求之外，还应该有体现

其与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人类文明的传承

学科本质和特色的进阶要求。

者”身份相关联，就更加明确地指向了教师的道德养
成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考虑到新时代的背
景，以及党的十九大以来培育“时代新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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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考察时，明确提出：“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

想政治课的教育改进来说，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完成

业，要旗帜鲜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加强

前述改进，必须充分做到“六个下功夫”，即习近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信自立

总书记所强调的“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厚

[9]

自强。”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在党的

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

十八大报告中就得以提出和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将

夫”“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在培养奋斗精神上

这一根本任务的落实与思想政治教育和品德教育结合

下功夫”“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12]。

起来，就更为明确了、强调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立德树
人中的特殊重要性，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将这种特殊
重要性体现在师德建设中，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2. 教育工作根本任务的落实集中体现于“六个下
功夫”

3.“六要”要求是对“六个下功夫”的进一步明
确和丰富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明确提出“思政课作
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13]，对于思

在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

想政治课教师来说，这一论断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

一步明确了思想政治课的推进对于青少年个人成长和

记强调：“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

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培养什么

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14] 而要做到

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

这一点，思想政治课教师就必须按照以下要求落实自

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

己的师德修养：“政治要强”是明确教师必须以基础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

政治立场作为前提条件；“情怀要深”是明确教师在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

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所应具备的基础条件；“思维要

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

新”是明确教师在教学理念和方法上需要具有的创新

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10] 在党

意识和思维；“视野要广”是明确对教师的站位的要

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于“培养什么人”，有“社会主

求；“自律要严”是对教师自我约束能力和意识的明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

确和强调；“人格要正”则是从更为根本的人格养成

代新人”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三种不

和人格魅力方面提出的要求。这里所提出的“让有信

同的提法。而这里将其统整，并落实于党和国家的制

仰的人讲信仰”[15] 和“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

度与事业层面，以“有用人才”作为落地点，成为明

学生，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理论功底赢

确教育工作根本任务的重要根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得学生”[16] 等观点，都是新时代思想政治课教师进行

说，“立德树人”的育人使命也就需要一个有效的实

师德修炼的重要根据。

现路径：“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思想政治课教师的师德修

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

炼所根据的“六个下功夫”和“六要”等内容，是在

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

前述从“四有”到“四个引路人”，再到“六项任务”

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

的基础上，针对思想政治课提出的特殊要求，是在完

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

成师德“修炼”的普遍性要求之后，针对思想政治教

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11] 就思

育的特殊育人价值所确立的更为严格的师德“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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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将这些要求落在实处，是思想政治课教师在教

政治教育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无论从

学中必须完成的任务。

哪个方面落实，都不能只是停留在课程文本、教材表
述等专业的层面。只有从更为深层的人文素养、文化

三、思想政治课教师如何在日常教学中落实
师德修炼的普遍性要求和进阶要求

积淀等方面提高自己，才能实现人格素养的不断提升
和专业能力的持续进步。这就要求思想政治课教师广

要成为合格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就必须在日常教

泛阅读、积极实践，在经典文化典籍的浸润中和鲜活

学中落实师德修炼的前述要求，将自身的师德进步和

社会生活的感受中实现成长。做好“一个思想政治教

专业成长融于教学的实践历程中，实现与学生的教学

育者”的过程，就是将做好“一个教育者”的过程用

相长。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更为专业、更加精致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了这样的自

第一，着眼于确定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明确的政
治态度。思想政治课是一门具有强意识形态属性的课

觉，才会有师德“修炼”的显著成果。
总之，师德“修炼”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

程，教师要对国家立场有坚定的信仰，不仅要做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需要思想政

的表率，而且要做其他科目教师的表率。这就要求思

治课教师在这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中不断对其深化认

想政治课教师首先做好学习者，切实把握时代思想的

识并付诸实践。有了这样的坚持，才会有更值得期待

真实本质，真正理解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趋

的成长和更加灿烂的未来。

势，先用与时俱进的理论武装好自己，再去完成立德
树人的使命和任务。
第二，着眼于关注持续的教育教学理念更新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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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着眼于系统实现理论素养提升和专业成
长。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和层级化的师德修炼路径。要想达到普遍性要求，就
必须着眼于教育的本质，从“一个教育者”的角度审
视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要想达到进阶要求，就必须着
眼于思想政治课的独特性和育人价值，从“一个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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