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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师德是教师的灵魂，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永恒主题。通过NVivo11质性分析软件对国家职业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及师德建设政策文本进行三级编码与分析，构建了师德建设目标及师德建设途径的二维框
架。研究结果发现，2002年以前，我国职业学校师德建设主要关注师德建设目标，2002年以后，关注
点开始转向师德建设途径，同时具有师德建设的目标与途径均衡建设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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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acher’s ethics is the soul of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ethics is the eternal
theme of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By means of NVivo11 qualitative analysis software,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two-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the goal and the way of teachers’ moral construc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before 2002,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ethics in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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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s in China mainly focuses on the goal of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After 2002, the focus
began to turn to the way of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balanced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goals and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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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国务院发文《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倡
导全社会尊师重教。在立德树人崇高使命下，如何准确把握师德建设并将其推向深处，是一个应该深入
思考和研究的问题。目前 CNKI 已有师德相关研究侧重于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研究，对于高职院校师德
相关研究的核心期刊只占 2.9%，且主要关注高职院校青年教师师资队伍建设，对于中等职业学校师德研
究则更少，约为 1.6%。本文侧重于职业学校师德建设，搜集与职业教育及师德相关的政策文件。以师德
建设的目标和途径作为主要维度，分析师德建设的途径能否较好地达到师德建设的目标，以及两者能否
较好地适配从而共同促进职业学校师德建设。

2. 职业学校师德建设的概念界定
不同学者对师德内涵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辛未、姬冰澌通过对师德文献的整理，将师德的界定进
行总结，主要呈现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师德即为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1]；李敏从词语结构
的角度解释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道德的指向对象是教师职业而不是教师本身[2]。第二种观点认
为师德即教师道德的简称；李清雁认为师德不能片面地解释为教师职业道德，而是指教师道德，它应该
是教师个体道德和教师职业道德的综合，是不可分割的[3]。第三种即为教师专业道德。
本文倾向将师德理解为教师道德的简称，师德是教师职业在教师个体一般道德的基础上发自肺腑地
对教师职业生活中的职业伦理规范的认同而发展起来的，是对教师职业道德和个体道德的一个整体把握
[3]。“建设”可以理解为创立新事业或是充实新精神，师德建设可以理解为通过某些途径、方法对教师
道德充实新精神，新时代师德建设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引导教师确立职业理想、强化职业责任、严守职业
纪律及优化职业作风。其最终目标是为了促进教师的道德发展、增强教师立德树人的威信，是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的基础，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是打造“金课”淘汰“水课”的必由之路[4]。

3. 职业学校师德建设研究的基本框架
3.1. 政策文本采集
本研究以“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及“师德”等关键词在国务院、教育部、北大法
宝等官方网站上搜索相关政策文本，选取职业学校师德建设的政策文本或从普教师德建设政策文件中提
炼与职业学师德建设紧密联系的信息，剔除无关信息，共计文本 24 份(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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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olicy document on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in some vocational schools from 1985 to 2018
表 1. 1985 年~2018 年部分职业学校师德建设的政策文件
文件名称

发文年份

发文单位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 年

国务院

《关于加强职业技术培训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

1989 年

劳动部

《关于加强商业职业技术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

1991 年

商业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

2005 年

教育部

《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2011 年

教育部

《关于加强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2012 年

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

2013 年

教育部

《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2014 年

教育部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017 年

国务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2018 年

国务院

3.2. 研究思路
本研究将 1985 年以来国家发布有关师德建设的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三级编码规则对所有政
策文本进行编码。编码的目的在于探索目标政策文本涉及的师德建设目标与师德建设途径是否适配，以
及两者能否较好地推进职业学校师德建设。

3.3. 研究方法
采用 NVivo11 对已搜集到的 24 项有关师德建设的国家政策文本进行政策文本分析。
NVivo 软件所具
有的强大编码功能能够助力研究者对各类文字、图片、声音、视频等研究素材进行编码分析，编码是指
对文本中的某一段落或者某一句话进行关键词提取或者做标准，从而将繁杂的资料转化为资料检索、资
料提取和分析的过程[5]，极大地提高质性研究的严谨性及效率。
本文对选取文本按照自下而上的三级编码流程进行编码工作。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一级编码)，采用
手动编码提取和凝练政策中与职业学校师德建设的原始信息点，共编码政策文本 24 项，参考点 280 项；
然后对一级编码的结果进行整合、高度总结归纳进行轴心编码(二级编码)；最后进行选择编码(三级编码)，
主要围绕师德建设的目标和途径两个维度来展开(见表 2)。
Table 2. Dimensions of text coding of teachers’ ethics construction policy
表 2. 师德建设政策文本编码的维度
三级节点

二级节点

一级节点
爱国守法

教师个体道德目标

服务社会
团结协作

师德建设目标

教书育人
敬业爱生
教师职业道德目标
为人师表
严谨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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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师德氛围
思想建设
师德教育
师德考评机制

师德建设途径
制度保障

师德奖惩机制
师德保障机制

4. 职业学校师德建设的研究结果
4.1. 政策文本的词频分析
词语云图能够将文本信息转化成形象的图形，并按频次对其进行加权调整，实现自动统计政策文本
中的词汇频数，图中字体越大的词表示其频率越高。对 24 项师德政策文本进行“词频”统计(见图 1)，
能直观反映出所选师德政策中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汇有：师德、教师、教育、学生、职业、建设等，说明
以上等名词是政府部门在制定师德建设通知或意见时关注的重点内容。

Figure 1. Glossary based on 24 policy texts
图 1. 根据 24 项政策文本构成的词语云

4.2. 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为了探析改革开放以来师德建设政策文件的侧重点及关注点的变化，通过将时间作为主线对 1978 年
之后的有关职教师德政策进行搜集，再选择目标政策文件，最终选定从 1985 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进行编码，进行三级编码后，最终将相关政策文本内容凝练为两个三级
节点：师德建设目标及师德建设途径。
4.2.1. 师德建设目标分析
通过对 24 项师德相关政策进行编码，可以得出师德建设目标由教师个体道德目标和教师职业道德目
标两个二级编码概念组成。
李清雁认为师德是教师道德的简称，应当由教师个体道德及教师职业道德构成。钟爱华认为教师道
德即教师职业道德规范，需要内化为教师个体品质后才能得以展现，故其认为教师个体道德的内化是教
师道德实现的前提[6]。事实上，教师道德就是教师个体职业素质的体现，它既包括教师职业道德，也包
括教师回归普通人的道德修养。所以，师德建设的过程中要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目标和教师个体道德目标
的要求，二者不可偏废。教师首当为人，再为师，从而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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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个体道德目标分析
教育部于 2000 年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政策实施后师德建设在目标方
面得到一定的提升，在 2002 年以前国家政策文件注意力普遍较为关注师德建设的目标，尤其重视教师职
业道德目标的建设。2002 年，江泽民同志在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提出教书者必先强己，
育人者必先律己的教师职业道德目标，大会讲话再次推动政策文件对师德建设的关注，在 2005 年教育部
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助推之下，师德建设目标关注度再达峰值，该文件的
出台也逐渐引起了学界对师德的研究，有关师德文献的年增量和文献累计率从 2006 年开始有了较大的提
升，该政策文件指引我国师德建设研究逐渐进入稳定发展时期。在编码过程中，《意见》被编码的参考
点数最高，且之后的师德文件亦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教师个体道德目标的建设，但是相比教师职业道德目
标其所获得的关注依然很少。
在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的过程中，发现政策文本主要对教师个体道德提及的建设目标话语有“教师
要热爱党和祖国”“奉献社会”“协助班主任做好本班的德育工作”等，通过归纳总结将它们概括为“爱
国守法”“服务社会”“团结协作”(见表 3)。本文参考徐海红对高校教师道德修养的目标体系[7]，将“爱
国守法”“服务社会”“团结协作”归纳为教师个体道德目标具有一定的根据也符合《公民道德建设实
施纲要》。其中，爱国守法被编码次数最高，而服务社会被编码次数最低，说明教师服务社会的个体道
德目标尚未被得到高度的重视。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 points for teachers’ moral objectives
表 3. “教师道德目标”参考点的分布情况
二级子节点名称

教师个体道德目标

教师职业道德目标

对应一级子节点

参考点数值

爱国守法

8

服务社会

2

团结协作

5

教书育人

30

敬业爱生

37

为人师表

19

严谨治学

10

合计

15

96

2) 教师职业道德目标分析
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目标主要由“教书育人”“敬业爱生”“为人师表”及“严谨治学”四个子节点
构成。将以上几个概念归纳为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目标的主要依据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高等学校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秦苗苗、曲建武以师德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整理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师德建设的基本发展历程
进而将我国师德建设阶段划分为四大阶段[8]；由于本文以“职业教育”等词为关键词进行政策搜集，故
搜集到的政策主要集中在 1985 年之后，通过参考两位学者对师德建设的阶段划分，本文将职业教师道德
建设总结为三个阶段(如表 4)。
从教师职业道德目标的参考点可以看出，四个一级子节点总体被编码的次数呈上升趋势。2008 年之
后政策对教师职业道德目标的要求迅速提高，“教书育人”与“敬业爱生”则是师德政策的重点关注目
标；“为人师表”被提及的次数较少且发展缓慢；“严谨治学”被编码次数最少，在 1997 年的师德政策
文件中尚未得到关注，可能原因是政府根据我国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社会而设计出各有侧重目标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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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Table 4.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 points for teachers’ professional ethics objectives at different stages
表 4. 不同阶段“教师职业道德目标”参考点的分布情况
二级子节点名称

1997 年以前

1997 年~2007 年

2008 年~2018 年

教书育人

4

3

23

敬业爱生

6

9

22

为人师表

5

5

9

严谨治学

0

5

5

教师职业道德目标

4.2.2. 师德建设途径分析
通过借鉴陈帅、徐士元对他律与自律的界定将师德建设途径分为内部思想建设与外部制度保障两方
面。1997 年以前的师德政策文件更多关注通过师德教育的途径来提升师德建设；1997 年至今，师德建设
途径则发展地较为均衡，说明政府更多通过“软”“硬”途径结合来提升教师道德(见表 5)。2002 年以后，
师德建设途径中制度保障被编码次数始终高于思想建设。
1) 思想建设分析
2002 年以前，政策文件对于师德思想建设与制度保障都缺乏关注，相比之下，教师思想建设得到较
高的注意力；2002 年之后，教师思想建设的编码次数始终少于制度保障。总体上，师德思想建设被编码
61 次，远低于被编码 107 次的师德制度保障，可见二者差距颇大。从图 2 可以看出 2002 年以后，师德
思想建设与制度保障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可见两者相互协调，促进师德建设的发展。

Figure 2. The change trend of teachers’ ethics thought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 node
图 2. 师德思想建设与制度保障节点变化趋势

思想建设包括师德教育与师德氛围两个一级子节点，两个一级子节点被编码的次数大致相当，但师
德教育被编码的次数更多，在 2007 年至 2017 年间被编码次数呈现上升的趋势。可见 2006 年社会主义荣
辱观的提出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立了新的标杆，同时也对教师道德建设产生了推进作用。此外，在这
十年间是发布师德政策最为紧密的一个时间段，其中专门针对中高职教师师德建设的就有 5 份文件，从
而使得这十年间师德教育能够获得持续上升的关注度，从重视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到注重教师职业理想与
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
相比之下营造师德氛围比实施师德教育被编码的次数稍低一些。2002 年以前的政策文件提及到有关
营造师德氛围的话语较少，之后的政策逐渐增强对师德氛围的关注，但该节点被编码的次数具有较大的
波动，2014 年达到顶峰。教育部 2013 年、2014 年分别印发《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及《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两部文件；前者建立能够进一步加强舆情监测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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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机制及教育改革新闻会商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后者指出要利用教师节等节日及通过互
联网等媒体形式宣传教师典型事迹，营造崇尚师德的社会氛围。逐渐提升了社会对营造师德氛围重要性
的关注。
2) 制度保障分析
师德制度保障包含了三种机制，师德考评机制、师德奖惩机制及师德保障机制。由表 5 可以看到在
1997 年以前，
师德政策文件中极少甚至没有提及师德的保障机制，随着社会各界对师德建设地不断探讨，
师德保障机制逐渐被政府所重视与关注，其在师德建设途径的二级节点覆盖率逐渐提升。同时，师德考
核评价机制在政策文件中的覆盖率也不断提升，2007 年以前多是将师德考评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后则更为注重将师德考评作为教师评奖评优的首要内容，可见师德考评机制不断得到
政府的关注；更为严厉的是，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促进了师德考评机制的完善与落实。从表 5 可
以看到师德奖惩机制自过去到现在，与其他节点相比被编码次数一直处于中等水平，甚至在近十年的政
策文件中的覆盖率不升反降。师德奖惩机制即师德奖励与惩罚机制，奖励机制主要通过表彰奖励师德标
兵等，惩处机制则具有更为具体的操作，如警告、记过、降低职务等级、撤销职务、解除聘用及开除等
不同程度处置方式。
Table 5. Secondary node coverage for teachers’ moral construction
表 5. 师德建设途径二级节点覆盖率
1997 年以前

1997 年~2007 年

2008 年~2018 年

师德教育

62.50%

24.39%

16.81%

师德氛围

12.50%

12.20%

16.81%

师德考评机制

12.50%

24.39%

24.37%

师德奖惩机制

12.50%

17.07%

15.13%

师德保障机制

0.00%

21.95%

26.89%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 1985 年至 2018 年的相关职业学校师德政策进行编码、归纳、总结与分析，可知这期间的政
策更为侧重教师职业道德目标而极少提及教师个体道德目标；而在对教师进行心理层面的师德建设上则
更为注重实施师德教育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大力营造师德建设氛围的隐性渲染；在师德建设的制度保障方
面，师德保障机制逐渐获得关注，而师德奖惩机制则较低于其他两种机制。
1) 加强教师个体道德目标建设
教师职业与教师个人密不可分，教师除去自身职业之外还是一名公民，都应当遵守最低的道德底线，
故教师职业道德的提升源于教师主体自愿对道德规范的认同。政策应当增强对教师个体道德目标的覆盖
率，增强教师个体道德目标的建设，将教师归为教师道德规范制定的参与者。教师不仅是教师道德规范
的对象，还应是被道德对待和关怀的对象，如教师道德规范在教师充分参与后而定下个体道德目标及职
业道德目标，则更能被大众教师的赞同与认可，在教师自律基础上制定的专业守则或伦理规范，其道德
标准只会比借助于行政力量制定的师德红线、底线更高[9]。
2) 努力营造崇尚师德氛围
优化师德环境，营造良好的师德氛围有利于对教职工形成潜移默化的作用。师德氛围作为一种隐性
文化对师德建设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它是悄无声息地对教师道德建设发挥引导作用，是告诫教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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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到自律的根本，只有不断营造崇尚师德的氛围，才能使教师道德行为内化于心；通过他律促进自律，
教师自愿选择的道德行为，才能建立起提升师德的长效机制[9]。
积极营造崇尚师德氛围，包括社会氛围与有利于师德建设的校园人文环境。努力营造崇尚师德的社
会氛围，有利于提升职业学校教师的职业认同感。积极营造有利于师德建设的校园人文环境，树立以人
为本的教学观念，教师的道德素质对学生的行为意志等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以多样化活动作为载体开
展师德建设活动，使各种活动与弘扬师德相结合，构建和谐师德校园氛围。
3) 增强师德奖励机制
政策文件中更多是具体描述惩罚机制，缺乏对师德建设奖励机制的分类描述。张旦生根据埃尔默尔
的政策工具分类理论将师德治理的政策工具分为激励性工具等四类工具，激励性的这种政策工具不提倡
强迫而是支持目标群体自愿选择行为。理想师德是教师道德的至善至美的境界，虽非每位教师都能达到
此境界，但政府可选用激励性工具鼓励和引导教师而为之，促使教师自愿地追求理想师德。运用激励性
工具治理理想师德要将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协调，满足教师的内在需求，促进教师自我实现的需要[10]。
此外，还应当像制定惩罚机制一样，制定更为具体的师德奖励规则，提高政策文件予以各省市的借鉴作
用；运用多样化激励手段，有效结合教师需求，才能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提高其荣誉感，从而更有
利于形成师德建设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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