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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工会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作用。
闫

蕾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北京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高等院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教师为本。高校工会应当加强对
教师的尊重和关爱，不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帮助教师树立科学教育观念，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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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教育先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

理论指导教育教学的实际工作，将理论应用于实

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着前

践，不断发现新问题，找到新方法，推动教育教

所未有的改变。发展科学教育，提高民族素质成

学工作不断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科学教育不仅是

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环节。随着国家“中长

针对学生的教育，同时兼顾教师层面的继续教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如何为高

育，注重两者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科学教育

速发展的高等教育架桥铺路成为高校教育工会工

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科学素养的教育。作为高校教

作者思考的重要课题。

师，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应当以发展的眼光

一、高校教师应坚持正确价值观导向。树立
科学教育观

看待教育，将单一的学校型科学教育模式逐步向
社会型科学教育模式转变。它将自然科学和人文

高等院校是培养推动国家科技生产力不断向

科学融为一体，是以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异和尊严

前发展的人才基地。高校教师只有帮助学生树立

为前提的教育体系。这就要求高校教师必须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够培养出德才兼

科学教育观念，使之顺应并符合素质教育的需

备、造福社会的优秀人才。要达到这一目的，首

要。以学习者为中心，因才施教，因时制宜，因

先要提高施教者的思想水平，建立正确价值导

地制宜。这就需要高校教师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

向，不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以促进教育科研工

神为指导，提高自我综合素质，率先在实际工作

作的全面提升，是高校工会工作的重点。

中践行、完善工作方式、方法，实践有中国特色

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讲知识重文化的社

的科学教育模式。高校教师作为行为世范的楷

会环境已经形成，如何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下更好

模，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应当注意不断汲取养分，

的秉持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观，不但值得每一

全方位充实提高自己，为学生的教育社会化、综

位高校教师深思，同时更是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

合化和学习全程化开辟有效途径，从而实现全面

内容之一。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提

科学教育和全程科学教育。

出，树立科学教育观，实现科学教育无疑是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教育界的一项重要实践，
对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运用所学

二、高校工会工作应以师德师风建设为基
础。不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工会具有教育职能，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

养和造就高素质的教职工队伍，是高校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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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职责。工会必须帮助教师提高理论修养，不

供素材、营造氛围。从师德师风建设中涌现的

断完善综合素质。教师只有思想理论过硬，才能

“好老师”话题到青年教师讲课比赛的参赛经验

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探求问题的出发

交流；从身体力行的综合体能拓展训练到静修品

点，对学生加以根本性的指导；教师只有以社会

茶论道。通过活动发现，只有从全方位多角度进

主义荣辱观作为道德教育的准绳，才能够培养出

行选题，才能够不断激发教职工的参与热情，寓

思想合格的社会建设者和具有崇高职业道德规范

教于乐，施教于无形的目的。

的科学工作者；教师只有教育理论扎实，才能够

５次沙龙的主题分别是：两次围绕师德师风

应用多种教育方法，从不同角度启发引导学生，

建设主题的“为师之道：怎样做一名好老师”、

开启科学创造的大门；教师只有专业知识过硬，

“亦师亦友——学生眼中的好老师”；第３次是请

人文社会知识广博，才能够点亮学生的智慧人

获得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一等奖选手介绍参赛心得

生，成为学生眼中的“好老师”。

以及青年教师拓展活动；第４次和第５次分别是

高校工会工作者必须站在全面、全程科学教

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祖国在我心中——卡拉

育的高度，了解职工所想所需，从素质教育人

ｏｋ歌唱比赛、科研管理和课题申请为主题的活

手，创造性地采用多种教育形式，从提高思想理

动。

论水平到提高工作技能，从品味人文精神到享受

第５次沙龙活动结束后，学院对活动的不同

日常生活，对高校教师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培训。

内容和形式，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汇总。其结

同时必须营造、组织、创建学习型组织中的良好

果见表：以１分（不满意）一４分（满意）评

学习氛围，挖掘工会组织本身内在的文化资源，

分。
沙龙活动评分汇总表

拓展教职工喜欢并易于接受的文化教育形式和载
体，引导大家自觉成为学习型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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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切身利益的知识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这样
不仅消除了大家对思想教育培训的抵触情绪，提
高了大家的理论水平，师德师风建设在潜移默化
中进行。
学院坚持开展青年教师科研奖励基金评选活
动。在对刚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年轻教师的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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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分析见图１—３
由图１可见：在５次活动中，对沙龙的形式

和内容以及组织安排的满意度均有所增加，其
中，以第４次卡拉ｏｋ比赛的活动形式最易为老
师们接受。

探索精神予以肯定的同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

从图２可知，在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逐步

完全公开的基金评选工作也是对青年教职工的一

递增的同时，教工们参与活动的热情逐渐增高。

次专业培训。不同专业相互交流、共同培训无疑

虽然第５次活动（科研管理与课题申请）的趣味

是提升广大教职工专业水平的有效途径。

性有所下降但是教工的参与热情依然很高，说明

其次，寓教于乐，施教于无形，是创建学习
型工会组织的一条有效途径。例如，学院工会一
直坚持开办青年教师汇智沙龙活动，从不同角度
定期展开不同话题，为青年教师综合素质建设提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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