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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主要任务,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水平直接关系到高校“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完成。所以,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高师德师风建设水平,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分析研究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新要求入手,针对我国民办高校师德师风
建设的现状,深刻分析目前民办院校在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存在的核心问题,同时,坚持问题导向,提出民办
高校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新要求的相应策略,助推民办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际成果,同时也给全国
高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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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he main task of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are inevitable choices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in 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t deeply analyzes the cor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dheres to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for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ully implemen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in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practical
results
[Key words] new era;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styl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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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
1.1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的内涵
《意见》中所提出的关于新时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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