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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eacher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 includes rich philosophical thought, humanistic spirit,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moral idea. They can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 which can provide useful enlightenment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state 

affairs and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for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those suitable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we should combine 

them with the conditions of the times,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and tap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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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师德建设关乎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

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

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加强和改进高校师德建设

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挖掘其历史的内涵。 

1．引言 

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指教师从事教育劳动时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必备的思想品

德之总和。大学作为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的主阵地，师德建设情况，对社会各行业职业道德

建设更具有示范效应。本文旨在探讨高校开展师德建设需继承和发扬的传统精神财富，丰富

高校师德建设的内涵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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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传统“师德”观 

2.1  重视师德，选拔严格 

教学自身的示范性和教师的权威性决定了社会对教师有更高的严格要求，故古人向来非

常重视师德。“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杨雄《法言·学行》）孟子也曾

指出，“弈之教人射，必志于毅。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

上》）教师因其思想道德的典范性决定了他们的言行必然是社会上下关注的焦点，人们必然

对他们提出更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因而，“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在荀子

看来，教师直接关系国家兴亡的根本：“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

傅”（《荀子·大略》）汉代的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董仲舒《对策二》） 

古代不仅在道德上重视，而且有“严其选”的制度保障。在明代，地方官学满九年要重

新考核，不合格者将被“罚俸”乃至“罢黔”。《礼记·学记》：“择师不可不慎”、“三

王四代唯其师”，中国古代的历代帝王都十分重视选拔教师。孔子在《礼记·学记》中说“古

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朱熹也说：“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师者。”（《学

校贡举合议》）教师是大道的承载者，君王要治理好国家，必先从教育出发，尊师重道，教

化百姓。 

2.2  热爱学生，甘于奉献 

中国古人的教育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及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

宋张载），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普遍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而在人们心

目中，“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就决定了教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教

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正式这个职业赋予他们献身理想的动力。所以，他们一般都具有安贫

乐道、爱岗敬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教师在教育学生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获得辛福感和成就感。孟子曾感慨，“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不与焉。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好教师必定爱护学生，爱惜人才，他把

“能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人生一大乐事。 

教师真正关爱学生就要不断鼓励学生。《论语·子罕》：“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

今也?”孔子鼓励学生“当仁不让于师。” （《论语》）韩愈也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

必贤于弟子。”（《师说》）教师真正关爱学生就要做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2.3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 

我国古代的教育者非常讲究为人师表。教师是的全社会的表率，要做到严于律己，言传

身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说:“大人者，

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教育者必先自正，才能他正。清代王夫之也指出

“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之一。……故欲正天下之人心，须顺天下之师受。主教为本，

躬行为起化之原。”（王夫之《四书训义》）意在说明教师的教育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人伦道

德，而教师自身言行的表率作用则是使学生思想品德转化的根源。 

教师只有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规范自我言行，才能为人师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道

德观和价值观。荀子曰：“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荀子·修身》）教师要

积极开展自我批评，每日三省吾身，正视自己的言行，有错必改，无则加勉。“游必择友，

不好苟交。忧德之不来，不患爵之不尊。（《论衡·自纪篇》） 

许多古代大儒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师德典范。宋代教育家胡瑗以身作则，

事事为学生先。《宋史》中记载：“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具备，以身先之。”魏晋教育家

颜之推:“人在少年，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121

184



然似之。”只有教师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才能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学境

界。 

2.4  因材施教，教学有方 

孔子是“因材施教”理论的先驱，他对其学生的才能、性格了然于胸。孔子在教学中擅

长抓住每个学生的特质，根据个人资质的不同，对每个人进行针对性的教学。“中人以上，

可人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意指中等资质以上的人，可

以告诉他深奥的道理；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就很难让他了解深奥的道理了。朱熹进一步把因材

施教理论概括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朱熹《论语集注》）墨子也在《耕柱》中谈

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又说：“知者必

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墨子《公孟》）旨在说明要在教育中充分挖掘以及发展学生的

专长，从学生的接受能力出发，实施教育。 

中国古代的教育者在“因材施教”的过程中，还要遵守教学规范，“孔子讲学，书必大

篆，语必雅言。”（《说文序》）注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积极性，逐步启发和诱导学生独

立探索和解决问题，“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礼

记·学记》）教师要讲究教育方法，循循善诱，“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欲罢不能。”（《论语·子罕》）温故知新，“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

语·为政》）孔子也反复强调要求学生能够常常复习所学的知识，从中获得新的领悟。 

2.5  学识渊博，诲人不倦 

古人认为要作为一名合格的师者，需要不断地学习，汲取最新的知识，丰富自我，实现

知识的创新与传承。“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己

矣。”（《论语·述而》）教师首先就应该具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品质，唯有

学而后教，才能不断在学习中发现不足，充实自我。孔子终生都在不断的学习，超越自我，

以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孟子有言：“流水

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流水唯有

在填满了沟洼后才能继续向前流，教育者唯有发扬求真、求知的好学精神，不断用知识武装

自己的头脑才能成源远流长，满足学生对新的知识的渴求与探知。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子贡问孔子：“夫子圣矣乎？”

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论语·述而》）孔子

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孔子视事业重于生命、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至今仍不失为教师的榜

样。 

综上所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与积淀，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师德理论体系。 

3．对当代师德建设的启示 

3.1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中国古人的教育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及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

宋张载），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普遍具有崇高的人生理想。而在人们心

目中，“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这就决定了教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教

师是一个特殊的职业，正式这个职业赋予他们献身理想的动力。所以，当代教师也理应具有

安贫乐道、爱岗敬业、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3.2  严于律己，为人师表 

我国历代教育家非常重视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的模范作用。孔子就是为人师表的楷模，

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传统师德主张教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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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一代代的教育家通过身体力行成为各自时代的楷模。身教重于言

教，古今同理，教师只有成为“人之模范”才会赢得学生的尊敬，这种育人的理念体现了传

统师德之美。规范自我言行，力行为人师表，强调教师在生活工作中，要做好榜样作用，规

范自我的言行举止，做到身正为范。 

3.3  业务精湛，博学知新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是把不断积累知识作为为师

的先决条件，“业务精湛”无疑是古人对教师提出的基本要求。近人蔡元培先生则从正反两

方而阐明了为师者刻苦钻研、勤奋不辍的必要性，“使教员之知识，本不丰富，则不特讲授

之际不能详密，而学生偶有质问，不免穷于置对，启学生轻视教员之心，而教授之效为之大

减。故为教员者，于其所任之教科，必详博综贯，肆应不穷，而后能胜其任也。” 

3.4  乐教善教，严慈相济 

传统师德强调实施教师不仅要乐教，还要善教。古人在教学手段讲究因材施教，启发诱

导，循序渐进等方法，这些都是宝贵的有益经验。教师真正关爱学生就要严格要求学生。老

师要在学业、品行包括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严格的要求学生，在学业上鼓励学生勤勉好学，

熟读精思；在品行操守方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严与爱是相辅相成的，“师严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礼记·学记》）古人认为“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三字经》）教师对学生严且爱，学生才可能有所成就。 

4．结束语 

加强师德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和教师从外部和内部的双向顺利运作，

博采古今师德，推陈出新，才能使师德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对如何传承、发展、用好传统

文化，2014年2月24日下午，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

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

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指导当

下我国正在进行的高校师德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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