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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师范类院校师德师风教育路径探究
——以宁夏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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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形势下,师范类院校教师不仅要以专业的知识和学识、专业的思维和视野作学生知识的传授
者,更应该在道德风范方面成为学生的价值引领者。师德师风是每一位人民教师必须具备的优秀道德品
质和必须严格遵循的职业行为准则,也是教育教学的根本灵魂所在。
[关键词] 师范类院校；师德师风建设；教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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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ethics education in normal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ake Ningxia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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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eachers in normal colleges should not only impart students' knowledge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thinking and vision, but also become students' value leaders in terms of moral
demeanor. Teacher's morality and ethics is the excellent moral character and professional code of conduct that every
people's teacher must have and must strictly follow.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sou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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