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

Education Research

第 4 卷◆第 9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高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路径之我见
李晗 柳月
武汉商学院
DOI:10.12238/er.v4i9.4247
[摘 要] 教师是一种人文化的职业,通过教学进行师生间的交流。教师从事教学、辅导、教育和行政的
工作,本身必须具备优秀的道德修养和夯实的专业基础,重视教学、关爱学生、遵守学校规则,以培养学
生健全的人格。教师的职业道德修养的构建可以促进教师职业的发展,帮助教师认知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提供教师作为指引教育学生的依据。本文首先阐述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接着对高等教师职业道德修养
进行思考,最后对全文做出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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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opinion on the path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n Li Yue Liu
Wuhan Business University
[absrtact] The teacher is one kind of humanistic occupation, carries on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exchange
through the teaching. Teachers engaged in teaching, counseling, edu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themselves must
have excellent moral cultivation and a solid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attach importance to teaching, care for
students, abide by the rules of the school, in order to develop students sound person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profession, help teachers to
recognize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ultivation of teachers, and provide teachers with the basis for guiding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d the university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then carries on the
ponder to the university teacher professional ethics tutelage, finally makes the summary to the ful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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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老师应当学习的标榜。
2.3引导教师积极实践,做到知行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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