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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  2019-04-03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印发以来，教育部通过召开全国师德师风建

设视频会议、印发做好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等方式推动落实，并对部分违规问题进行

了重点督促查办。各地各校认真贯彻落实，一些地方和学校加大对违规行为的查处力

度，对违规问题进行公开通报，表明了正风肃纪的坚定决心，起到了良好的警示作用。

日前，教育部公开曝光 4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分别是： 

  一、南京大学教师梁莹学术不端问题。南京大学教师梁莹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

学；违反学术规范，研究生在读期间抄袭、重复发表多篇论文，使用抄袭的论文作为

自己的成果，在职称申报中弄虚作假。学校党委（行政）对梁莹作出党内严重警告、

行政记过、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调离教学科研岗位、终止或退出有关人才项目的处

分，按程序撤销其教师资格，同时追究学校有关院系、部门及相关人员责任。 

二、郑州科技学院辅导员叶成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郑州科技学院辅导员

叶成婚后和某学生保持 2 年不正当性关系。学校党委（行政）决定对叶成作出开除党

籍、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按程序撤销其教师资格。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决

定取消郑州科技学院全年评优评先资格，并在教育系统点名通报。 

  三、安徽省铜陵市 3 名教师组织学生有偿补课问题。铜陵市教育局对 3 名顶风违

纪从事有偿补课的教师公开通报。其中该市一中数学教师巩福德在其住宅楼地下室组

织学生有偿补课；市十五中语文教师潘涛在其家中组织学生有偿补课；市十中英语教

师王志兵借用学生家长提供场地，组织学生有偿补课。市教育局对以上教师作出警告、

清退违规所得财物、年度考核不合格、扣发年度奖励性绩效工资和一次性工作奖励等

处理。 

  四、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教师那中华违规收受学生家长礼品礼金问题。黑龙江省对

中小学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和有偿补课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其中哈尔滨市阿城区实



 

     2 

验小学教师那中华违规收受某学生家长 6次微信转账共计 2200元。那中华受到记过处

分，扣发当年绩效工资和奖金，取消当年评先评优晋级资格，全额退返违纪所得；实

验小学教学负责人被批评教育。 

  以上教师违反师德行为的发生，反映出在当前中央高度重视、社会高度关注、要

求更高更严的形势下，仍有极个别教师心存侥幸，对有关规定置若罔闻，顶风违纪。

广大教师要以引以为鉴，进一步加强对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深入学习和准确理解

把握，明确行为规范，坚守行为底线，加强自我修养，自觉追求高尚，带头弘扬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做学生锤炼品

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各地各校要以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落实为重点，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一

要统一思想认识。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素

质的第一标准。要自觉将思想认识统一到这一要求上来，并转化为真招、实招、硬招，

不折不扣推动落实。坚决避免对师德问题态度含糊、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二要健全

工作机制。要完善师德师风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健全组织机构，明确工作职责，优

化工作程序，确保师德师风建设各项工作部署到位、落实到位、监督到位，没有漏环，

没有断点。三要压实工作责任。要明确部门和人员的责任，知责明责、守责担责、履

责尽责。要建立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失职失责情形，既不能不分青红皂白

随意问责，也不能讲情面、搞平衡，对失职失责行为轻处理、不处理。四要严抓违规

惩处。要加大对突出问题的治理力度，保持高压不放松。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和群众

举报的违规线索，要态度坚决、一查到底，作出经得起检验的结论。对于查实的违规

行为，坚决严格依法依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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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  2019-07-31 

 

教育部持续加大违反教师职业行为查处力度。在之前曝光 4 起教师违规违纪典型

案例的基础上，近日，又对近期督促地方和学校查处的 6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分别是： 

一、湖南文理学院教师刘某某私自收取并侵占学生费用问题。刘某某利用担任文

史与法学学院学工办副主任、辅导员、班主任等的便利，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转账方式，

私自收取并侵占该校学生学杂费和班费共计 77万余元。学校将刘某某案件移送公安机

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对刘某某执行刑事拘留。刘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二、第九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育

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给予刘某某开除党籍、免职等处分，

根据司法机关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的处理结论，依法依规给予进一步处理。 

二、上海海事大学教师姜某某学术不端问题。姜某某在发表的文章中抄袭他人成

果，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给予姜某某党

内严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停止两年内招收硕士研究生资格，取消两年内聘任高一

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 

三、扬州大学教师华某某性骚扰学生问题。华某某以辅导毕业设计为由，约学生

单独外出，在私家车内对学生有性骚扰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

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给予华某某留党察看一年、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调离教师

岗位，取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所获荣誉称号、追

回相关奖金，依法撤销教师资格。 

四、内蒙古包头市回民中学教师贾某有偿补课问题。包头市教育局在专项整治中

查明，包头市回民中学教师贾某长期违规有偿补课，情节较为严重，违反了《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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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十项规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2018 年修订）》，给予贾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调离工作岗位。对其所在学

校负责人进行约谈，取消学校年终考评评优资格。 

五、广西百色市实验小学教师蒋某某歧视体罚学生、为校外培训机构介绍生源等

问题。蒋某某存在歧视体罚学生、为校外培训机构介绍生源、违反廉洁从教纪律等方

面问题，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第九、第十项规定。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

修订）》，给予蒋某某留党察看两年、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调离教师队伍。同时，追

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及学校校长等的责任。 

六、广东潮州市饶平县华侨中学教师吴某某性骚扰学生问题。吴某某隐瞒真实身

份和年龄，通过微信与在校女学生进行低俗聊天，用淫秽语言挑逗，向女学生传播色

情视频、图片等。以上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

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给予吴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依法撤销其教师资格。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 6 起问题中，有的索要侵占学生财物，有的学术不

端，有的性骚扰学生，有的有偿补课或向培训机构介绍生源谋利，有的歧视体罚学生。

这些违规违纪行为，对学生造成了严重伤害，极大损害了教师形象，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且大多发生在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印发之后，反映出极个别教师不学习、不守

纪、不收敛，缺乏对纪律、规则的敬畏，受到了严肃处理，教训极为深刻。广大教师

要引以为戒，自警、自省、自重，做以德修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楷

模。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是教师的初心和使命。广大教师要守好初心、牢记使命，真正把自己摆在

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重要参与者、重要推动者的位置，摆在学生锤炼品格、

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引路人的位置，以家国情怀、高尚道德、师者大爱守

护学生健康成长，引领学生成为对党、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要牢固树

立底线意识，持身守正，洁身自好，坚决抵制不良习气侵蚀，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做社会正气的弘扬者、引领者、捍卫者。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进一步绷紧

监督之弦，严把执纪尺度，对于各类违规违纪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查实一起，

在当地和学校教师中警示教育一次，坚决防止师德师风问题反弹，营造风清气正教育

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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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  2019-12-05 

 

教育部持续加大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问题查处力度，在今年 4 月和 7 月先

后两批曝光 10 起教师违规违纪典型案例的基础上，日前，又对近期督促地方和学校查

处的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分别是： 

  一、安徽省宿州市博雅实验学校教师许某某体罚学生问题。2019 年 3 月 29 日，

许某某用笤帚木把对未达到英语月考目标分数的 25名学生进行体罚，造成部分学生腿

部、臀部、背部等部位淤血、红肿。许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

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对许某某予以辞退，按程序撤销其教师资格，同

时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及学校校长等的责任。 

  二、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教师李某某性骚扰学生问题。2019 年 5 月 31 日，李

某某通过微信对该校 1 名女学生进行言语骚扰，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另一名女学生发

生并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李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第六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育部

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给予李某某开除党籍处分，予以辞退

并解除其劳动合同，依法撤销教师资格；天津财经大学党委对李某某所在学院主要负

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进行了约谈，并责成学院做出深刻检查。 

  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兆麟小学教师焦某某收受礼品礼金问题。焦某某担

任小学三年级班主任，2016 年 9月至 2018 年 3月期间，通过向 3名学生家长以微信转

账方式收取红包金额共计 2000元。焦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第九项规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

给予焦某某行政记过处分，调离班主任工作岗位。 

  四、贵州省贵阳中加新世界国际学校（民办）教师刘某某猥亵学生问题。刘某某

因涉嫌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当地教育局未对其持有的教师资格证进行收缴。刑满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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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后，刘某某于 2015 年 8月到贵阳中加新世界国际学校入职。2019 年 7月，刘某某因

涉嫌猥亵儿童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刘某某行为严重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

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刘某某依法丧失教师资格，终身不得从教。同

时，对涉事学校校长撤职，对当时参与刘某某入职审查的管理人员撤职，并对教育行

政部门相关负责人和学校有关人员追责问责。 

  五、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台镇水口村小学校长王某某性侵学生问题。王某某

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担任校长期间，涉嫌多次对 4 名本校女学生进行猥亵，强奸本校

女学生。2019 年 7月，王某某被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王某某行为严重违反了《新时

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

给予王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依法丧失教师资格，终身不得从教；对存在监

管不力、重大事项不报告等问题的高台镇中心小学校长、党支部书记免职，并给予党

纪处分。 

  六、安徽省六安市轻工中学（民办）从教人员袁某猥亵学生问题。2019 年 4月 16

日，袁某在辅导学生过程中对 2 名学生进行猥亵，并以补课为由将另 1 名学生带至家

中进行猥亵。4月 17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对其依法刑事拘留。袁某行为严

重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师法》《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对袁某作出

开除决定，终身不得从教；对学校校长通报批评，对分管副校长、办公室主任分别给

予诫勉、党内警告处分。 

  另外，教育部严格外籍人员在中国从教的管理，参照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对外籍从教人员相关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查处，对典型案例作了公布。 

  七、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红黄蓝万科城幼儿园某外籍教师猥亵幼童问题。2019 年

1月 25 日，该名外籍教师在学生午休期间，趁机对一女童进行猥亵，检察院依法对其

批准逮捕，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5 年，待其刑满后将被驱逐出境。当地

教育部门约谈相关负责人，责令整改，要求该幼儿园规范办园行为，强化师德师风建

设，严把教师尤其是外籍教师聘用程序，为幼儿健康成长提供根本保障。同时，对涉

事园园长予以辞退处理，撤销该幼儿园省级和市级示范幼儿园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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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郑州大学某外籍教师违反教学纪律等问题。2018 年 9月至 2019 年 10月间，

该名外籍教师教学态度不端正、教学方法不严谨、教学效果差，多次违反教学纪律，

与学生言谈粗鄙，言语有失教师身份，给学生造成不良影响。根据学校外籍教师管理

办法，解除与该名外籍教师劳动聘用关系，注销其外国人来华工作证，并办理居留许

可注销手续，限期离境。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师德违规问题的涉事教师和从教人员，都受到严肃

处理。这反映出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对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重要部署下，各地各校深入

落实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的坚决态度。同时，也反映

出当前仍有极个别教师在思想上、行为上缺乏对纪律和准则的敬畏，顶风违纪，受到

严肃处理，教训极为深刻。广大教师要引以为戒，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切实增强遵守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不

断涵养高尚师德，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师德师风作出重要部署，各

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将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落深落细，

将十项准则作为新教师入职培训和在职教师继续教育的必修内容，确保应知应会、入

脑入心。要将中小学校党政负责人和高校二级学院党政负责人作为工作重点，督促其

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出现师德问题，依法依规严肃追究领导责任。进一步加大通报曝

光力度，强化典型案例警示教育，形成强大震慑，对顶风违规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并追责，以有力的落实举措和坚决的行动，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教书育人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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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对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 8 起

典型问题是： 

  一、江苏省盱眙市维嘉幼儿园教师陈某某体罚幼儿问题。2019 年 11月，陈某某在

幼儿园午休期间责令 4 名嬉戏打闹、影响他人休息的幼儿自己打自己嘴巴。陈某某的

行为违反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幼儿园教师

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陈某某予以解聘处理，同时给予园长问

责处分，并对维嘉幼儿园予以通报批评。 

  二、海南省屯昌县民办尚书源幼儿园教师许某某、潘某某体罚幼儿问题。2019 年

12 月，许某某、潘某某在保教过程中，拉扯幼儿、让幼儿自己打自己嘴巴。许某某、

潘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幼

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许某某、潘某某以及尚书源幼

儿园执行园长予以解聘处理；将许某某（无教师资格）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依法撤

销潘某某的教师资格，并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三、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如意小学教师胡某某学术不端问题。2015 年以来，胡某

某多次抄袭他人作品用于自己出版书籍、发布微信公众号推文以及主编教材等，并获

得多项荣誉称号。胡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八

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撤销胡某某副校长职务、调离教学岗位，撤销

其所获荣誉称号。 

  四、河南省扶沟县民办水泉小学教师江某虐待学生问题。江某（无教师资格）被

河南省扶沟县汴岗镇水泉小学聘为政教处主任。2019 年 9月，江某在学校后勤管理工

作中，以学生未打扫卫生为由，逼迫学生吃垃圾，造成恶劣影响，后被当地检察院批

捕。江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中



 

 9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江某予以解聘

处理，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对水泉小学校长予以免职处理。 

  五、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大湾镇中心小学教师肖某猥亵学生问题。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肖某利用教导主任和教师身份便利，猥亵多名未成年女学生，被当

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7 年 6 个月。肖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给予肖某开除公职处分，其教师资格依法丧失，注销并收缴其教师资格

证书，终身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六、浙江省安吉县民办天略外国语学校教师许某某性侵学生问题。2020 年 1月，

许某某在辅导学生课业过程中，性侵多名女学生，被当地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许某某

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

规定，给予许某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教师资格依法丧失，注销并收缴其教

师资格证书，终身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对学校领导班子进行通报批评、集体

约谈；对学校党总支书记进行通报批评，撤销其党内职务，免去其学校董事会董事、

校长、法人代表职务；对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小学部支部书记进行通报批评，给予其

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学校董事会董事、副校长职务，并降低岗位等级。 

  七、山东铝业职业学院教师刘某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2016 年以来，山东

铝业职业学院教师刘某利用教师身份，与一女学生交往并发生不正当关系，造成了严

重不良社会影响。刘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

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

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对刘某予以解聘处理，并撤销教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

证书，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对事件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问题，由当地公安

机关进一步调查处理；责令山东铝业职业学院党委做出深刻检查，对山东铝业职业学

院领导班子进行集体诫勉谈话和经济处罚；责令山东铝业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和涉事教师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做出深刻检查；对涉事教师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

进行诫勉谈话，并扣罚绩效工资。 

  八、福州大学实验师张某某性骚扰学生、受贿问题。2019 年 6月，张某某与本校

一女学生分手后，仍然不断骚扰该女学生，并通过微博、微信、今日校园 APP 等不同

方式性骚扰另外 3 名女学生。此外，张某某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取仪器采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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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财物。张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和第九项

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

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张某某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所在学院时任党委书记进行诫勉谈话，对其所在学院执行院长进

行批评教育，对其所在学院其他相关责任人进行提醒谈话或批评教育。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上述问题的发生，既反映出当前仍有极个别教师理想信

念缺失、育人意识淡漠、法纪观念淡薄，也反映出部分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在师德师

风建设上存在短板弱项，思想认识不深刻、教育引导不深入、监督管理不到位、违规

惩处不坚决，以致养痈遗患，对学生造成严重伤害，对教师队伍形象造成严重损害。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繁重，叠加疫情影响，对教师提出更

高要求。广大教师要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锤炼教育报国之志，坚守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初心，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引

导和帮助学生把握好人生方向，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以对党、国家、人民和历史极端负责的态度，深刻认识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久久为功、绵绵用力，

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师德师风建设成效。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健全覆盖大、中、

小、幼的常态化师德师风教育制度，强化法治教育、纪律规范教育，聚焦教师的理想

信念、家国情怀、价值引领，进行针对性的引导和浸润。 

  对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压态势，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态度不变，坚决惩处违

规行为。要严格执行教师资格相关工作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

师资格条例》，对依法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

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应及时按程序撤销并收缴；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

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若已经取得，应依法丧失，并按

程序办理注销手续，收缴证书，归档备案，丧失教师资格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终身不得从教。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下沉，落实中小学校

校长、高校院（系）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责任，打通落实

的最后一公里，保证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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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对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 8 起

典型问题是： 

  一、福建商学院教师王某某多次性骚扰学生问题。2019 年，王某某屡次言语骚扰

在校学生，并通过微信等方式向多名学生发送性暗示词汇和图片，情节严重，影响恶

劣。王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教

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王某某开除处分，

并撤销教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对该教师所在的二

级学院党政负责人进行约谈和批评教育。 

  二、山西省太原市知达常青藤中学校教师李某某组织有偿补课，在管理教育学生

过程中简单粗暴等问题。2020 年，李某某于寒暑假期间组织所带班级学生进行有偿补

课，在学生管理教育过程中简单粗暴，言语失当。李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

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十项规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李某某解聘处理，并责令其退还所收补课

费；给予学校常务副校长停职检查、扣罚一年岗位工资和职务津贴的处理。 

  三、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翰林学校教师耿某带领学生应援娱乐明星问题。2020 年

5月，耿某在上课时间带领学生为娱乐明星应援，并录制视频在网络传播，造成不良影

响。耿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三项规定。根据《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耿某停职检

查处理；对学校校长进行诫勉谈话。 

  四、南宁师范大学师园学院教师陈某某性侵学生问题。2020 年 8月，陈某某私自

召集学生到其家中饮酒，一名女学生醉酒后遭陈某某性侵。陈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二、六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陈某某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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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待司法机关对其犯罪行为作出判决后，其教师资格将依法丧失，

注销并收缴其教师资格证书，终身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五、三峡大学教师郎某某使用低俗不雅方式授课问题。2020 年 9月，郎某某使用

低俗不雅的图文在校讲授日语课程，影响恶劣。郎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三项规定。根据《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

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郎某某停课、调离教学工作岗位处理，并对其进行通报

批评、取消年度评优资格、扣罚绩效工资；对该教师所在的二级学院进行通报批评。 

  六、江西省抚州市南丰一中教师徐某某体罚学生问题。2020 年 9月，徐某某在管

教学生过程中，采取不当方式，造成学生身体损伤。徐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

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徐某某警告处分，认定其当年师德考核不合

格，扣除其一年绩效工资，三年内不得评优评先；对学校时任校长、分管副校长和年

级主任进行约谈提醒。 

  七、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南国花园幼儿园教师苏某某体罚幼儿问题。2020 年 9月，

苏某某在协助班主任组织幼儿活动过程中，将一幼儿带至教室外掌掴。苏某某的行为

违反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幼儿园教师违反

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给予苏某某解聘处理；责成该幼儿园园长作深

刻检查，对该幼儿园进行通报批评。 

  八、辽宁省沈阳市第 127 中学教师金某有偿补课、指使家属殴打学生家长问题。

2020 年 11月，金某怀疑学生家长举报自己组织有偿补课，叫来家属殴打学生家长。金

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十项规定。根据《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

关规定，给予金某开除处分；给予相关校领导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校长免职处分；

给予参与有偿补课的其他教师降低岗位等级处分。 

  上述师德违规问题的涉事教师和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体现出上述各地各校

深入落实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的坚决态度。 

  教育部高度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查

处和通报力度，深化巩固师德师风治理成果。各地各校对师德违规问题要主动出击、

及时处置，坚决执行师德师风铁律，把严管与厚爱的原则体现在师德师风建设与管理

中，把“害群之马”及时清除出教师队伍，努力营造教育领域良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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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教师要引以为戒，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切实增强遵守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不断涵养高尚师德，以德

施教、以德育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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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  2021-04-19 

 

日前，教育部对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光。这 8 起

典型问题是： 

  一、天津市咸水沽二中教师肖某某在课堂上歧视、侮辱学生问题。2021 年 2月，

肖某某在课堂上发表通过家长收入水平质疑家长素质以及歧视、侮辱学生等言论。肖

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教师资格条例》《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给予肖某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降低岗位等级处理

并调离岗位；撤销其教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5 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二、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十二中学教师刘某开办校外培训班、诱导学生参加有偿补

课问题。2018 年，刘某开办“金冠艺术培训中心”，利用晚上和周末为本校及校外学

生进行有偿补课。刘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十项

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201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刘某做出行政警告处分，扣除一年奖励性绩效

工资、取消其两年内评优评先资格、全校范围内作出检查的处理。对学校主要负责人

进行通报批评、诫勉谈话。 

  三、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第三小学教师赵某某体罚学生问题。2021 年 3月 5 日，

因某学生作业中一道数学题未带计量单位，赵某某欲用卷成筒状的书本打手训诫，在

该生闪躲后，将书筒从讲台扔向该生，导致该生右侧面软组织挫伤，右眼及面颊部挫

伤。其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

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文件，给予赵某某党内严重警告、降低专业

技术职务等级的处分，并调离教师岗位。对学校校长给予全县通报批评，责令其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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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体局作出书面检查。 

  四、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中学教师吴某教学方式不当问题。2020 年 4 月 16 日，

吴某在上网课点名时要求学生实名登陆，一学生以“肖战糊了”的网名登陆后，吴某

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时方式不当，言语有失教师职业身份，造成不良影响。吴某的行

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四项规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

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吴某责令检查、全县教

体系统通报批评、取消两年内评奖评优资格的处理。对学校校长在全县教体系统进行

通报批评。 

  五、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聪明屋少儿服务中心教师潘某某伤害幼儿问题。2020 年 11

月，潘某某在制止幼儿追逐过程中将幼儿拎起落地，致其左手大拇指受伤，后受伤幼

儿两名家长对潘某某实施了殴打。潘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教师资格条例》《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潘某某解除聘任合同的处理；撤销其教师资

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对

于殴打潘某某的两名幼儿家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 5 日以

下行政拘留。 

  六、南京邮电大学教师张某某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宜

问题。2019 年，张某某多次要求研究生为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从事运送货物、分

装溶剂、担任客服、处理财务等工作，且在日常指导学生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当、简单

粗暴，有辱骂侮辱学生的言行。张某某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教师资格条例》《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

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张某某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专业技术职务、

解除人事聘用合同的处理；撤销其教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

限制库，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 

  七、河南大学文学院教师侯某某性骚扰女学生问题。2020 年 8 月 30 日，侯某某

借约学生到其办公室讨论问题为由，对该生实施了骚扰行为。侯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

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

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侯某某调离教师岗位、撤销文学院博士后管

理工作办公室主任职务、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的处理；撤销其教师资格，收缴教

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文学院党政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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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深刻检讨。 

  八、太原师范学院教育学院教师王某、武某不正当关系问题。未婚教师武某长期

与已婚同事王某存在不正当交往。两人的行为均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第二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

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王

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武某行政记过处分，停止两人教学岗位工作，并取消两年内在

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岗位聘用、工资晋级、干部选任、申报人才计划、

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 

  上述师德违规问题的涉事教师和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体现出上述各地各校

深入落实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忍”的坚决态度。 

  教育部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设工作，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

续加大查处和通报力度，深化巩固师德师风治理成果。各地各校对师德违规问题要主

动出击、及时处置，坚决执行师德师风铁律，把严管与厚爱的原则体现在师德师风建

设与管理中，把“害群之马”及时清除出教师队伍，努力营造教育领域良好生态。 

  广大教师要引以为戒，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切实增强遵守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不断涵养高尚师德，以德

施教、以德育德，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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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部  2021-08-25 

 

日前，教育部公开曝光第七批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问题。教育部

有关负责人指出，8 起典型案例涉事教师都受到严肃处理，反映出各地各校深入落实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旗帜鲜明查处师德违规问题的坚决态度，同时，反映出当前仍

有极个别教师理想信念缺失、育人意识淡漠、法纪观念淡薄，对学生造成严重伤害，

对教师队伍形象造成严重影响。这 8 起案例分别是： 

  一、河北省沧州市华北油田某学校教师曹某某收受学生家长礼品、礼金问题。曹

某某先后收受学生家长海鲜、茶叶、水果等物品及现金 1000元。曹某某的行为违反了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九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曹某某党内警告处分、行政记过处分。送礼学生家长职

业为中学教师，同样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给予其诫勉谈

话、批评教育的处理，取消当年评奖评优及职称评定资格，并在全市范围内通报。 

  二、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 2 名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有偿补课问题。孙某、刘某某

在校外培训机构违规有偿补课，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十

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孙某、刘某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年度师

德师风考核不合格，调离教师岗位并调离原单位，不再从事一线教学工作，将违纪所

得上缴财政。当地县政府对县教育局领导班子集体约谈，对学校进行全县通报批评，

县教育部门和所在学校分管领导作书面检讨。全县开展在职教师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

兼薪排查整治，全市组织开展师德师风警示教育。  

  三、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某幼儿园 3名教师虐待幼儿问题。2021 年 6月，张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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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某某、刘某某在保教保育中存在虐打幼儿行为，违反了《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张某某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被刑事拘留；金某

某因涉嫌殴打他人，被处以治安拘留 15 日并处罚金 1000元；刘某某因涉事情节较轻，

移交教育行政部门处罚。3名涉事教师已被依法撤销教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列入

教师资格限制库。该幼儿园园长、副园长被依法作出撤销任职资格、教师资格的处理。

该园被暂停办学资格并要求作出整顿。 

  四、重庆师范大学教师唐某发表错误言论问题。2019 年 2月，唐某在课程教学中

发表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

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唐某撤销教师资格，调离教师岗

位，降低岗位等级的处理。学校对其所在学院党政负责人进行约谈并责令作出深刻检

查。 

  五、吉林农业科技学院教师王某某性骚扰学生、学术不端等问题。2018 年 10月，

王某某违规参加由学生支付费用的宴请和娱乐活动期间存在性骚扰学生行为，且存在

论文抄袭造假情况。王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

项、第七项、第九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

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王某某开除处分，撤销其教

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学校党委对其所在学院党总

支书记和院长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六、成都体育学院教师邓某某与他人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2015 年 4 月至 2018

年 9 月，邓某某与他人长期保持婚外不正当关系。邓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二项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

关规定，给予邓某某开除党籍、降低岗位等级的处分，并调离教师岗位；撤销其教师

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库；取消其有关人才计划入选资格

和研究生导师资格。责令其所在学院党政负责人作出深刻检查，取消学院党总支书记

当年年度考核优秀等次。 

  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师芈某学术不端问题。2021 年 1月，芈某出版的专著

抄袭国外作者作品。芈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

规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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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芈某党内严重警告

处分、行政记过处分，调离教学岗位，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及三年内评奖评优、职务

晋升、职称评定、岗位晋升、工资晋级、干部选任、申报人才计划、申报科研项目等

方面的资格。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分别向学校作出书面检讨，并在学院内部开

展批评教育。 

  八、衢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某某学术不端问题。2020 年 5月，王某某发表文章

因涉及作者身份、虚假同行评议、文章抄袭等行为被杂志社撤稿。王某某的行为违反

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

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

王某某警告处分，撤销当年取得的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降低岗位等级，取消三年内

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资格，追回因职务、等级晋升已享受的相应工资待遇；撤销涉及

学术不端行为的论文学术奖励，追回相应科研奖励经费。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之年，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广

大教师要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锤炼教育报国之志，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初心，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争做大先生，

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以对党、国家、人民和历史极端负责的态度，深刻认识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意义，突出政治引领，加强党史学习，深入开展师德专题教育，

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师德师风建设成效。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强化法治教育、

纪律规范教育，聚焦教师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价值引领，进行针对性的引导和浸

润。要保持对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态度不变，坚决惩处

违规行为。要严格执行教师资格相关工作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

师资格条例》，对依法撤销教师资格的，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

资格，其教师资格证书应及时按程序撤销并收缴；对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

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若已经取得，应依法丧失，并按

程序办理注销手续，收缴证书，归档备案，丧失教师资格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工作下沉，落实中小学校校长、高校院（系）

行政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责任，打通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保证

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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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公开曝光第八批 8 起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教育部

有关负责人指出，8 起典型案例涉事教师都受到严肃处理，反映出各地各校深入落实教

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旗帜鲜明查处师德失范问题的坚决态度，同时，反映出当前仍

有极个别教师理想信念缺失、育人意识淡漠、法纪观念淡薄，对学生造成伤害，影响

教师队伍整体形象。这 8 起案例分别是： 

  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潮宗街小学教师欧阳某某有偿补课问题。2018 年起，欧

阳某某为其亲属开设的校外培训机构介绍生源，并参加校外培训机构组织的有偿补课。

欧阳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十项规定。根据《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对欧阳某某作出

辞退处理，并在全区教育系统进行通报；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 

  二、福建省福州市华伦中学多名教师参加学生家长付费的宴请及违规收受礼品问

题。2021 年 7月，该校陈某等 9名教师参加初三毕业班学生聚餐，并收受了价值人均

400 多元的礼品，费用均由学生家长分摊，事后退还了礼品和餐费。该 9名教师的行为

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九项规定。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

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取消该 9名教师当年评奖评优

资格，降低年度绩效考核等次，对其中 1 名党员教师给予诫勉谈话，对其他 8 名教师

给予批评教育；对分管校领导和年级负责人作出停职处理。 

  三、贵州省余庆县龙溪中学多名教师体罚学生问题。2020 年 11月，该校田某等 5

名教师在教育言行不当及早恋的多名学生过程中方法简单粗暴、惩戒过当。田某等 5

名教师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五项规定。根据《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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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等相关规定，分别给予田某等 5 名教师记过、警告处分；对学校相关领导和教

育局负责人分别给予免职、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 

  四、广东省连南县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蓝某某谋取不正当利益问题。2001—2006 年

及 2014 年，蓝某某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礼金 5万余元，为其妻子和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蓝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九项规定。根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中小学教师违

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给予蓝某某留党察看、降低

岗位（职称）等级处分；对学校相关领导和教育局负责人分别给予约谈、诫勉谈话处

理。 

  五、中南大学教师陈某性骚扰女学生等问题。2013—2017 年间，陈某先后出现性

骚扰女学生、向学生索要并收受礼品、在课堂讲授与教学无关的内容等行为。陈某的

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四项、第六项、第九项规定。根

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

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陈某留党察看、降低岗位等

级处分，并调离教学岗位。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 

  六、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谢某某学术不端问题。谢某某通过网络联系中介公司

对其拟投稿论文进行润色和论文代投。2020 年 2月，因内容与别的期刊论文内容重复、

虚构通讯作者等原因，该论文被编辑部撤稿。谢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七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

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谢某某降低岗位（职

称）等级处分，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取消其在评奖评优、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岗

位聘用、工资晋级、干部选任、申报人才计划、申报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追回其

利用被撤稿论文所获得的科研奖励。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 

  七、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师谢某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问题。2021 年 3月，

谢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某在校女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谢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

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第六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谢某降低岗

位（职称）等级处分，撤销其教师资格，收缴教师资格证书，将其列入教师资格限制

库。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并取消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

人当年考核评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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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江学院教师朱某某在网上发表不当言论问题。2021 年 4月，朱某某在微信

群发表不当言论，散布不良信息。朱某某的行为违反了《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第一项规定。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教育部关于高校教

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给予朱某某行政警告处分，并调离教

学岗位。其所在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向学校党委作出检讨。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师德师风建设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是师德师风。今年教师节，习近平

总书记在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中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广大教师

要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职责和使命，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

命，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深刻认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重

要意义，持续深入开展师德专题教育，持之以恒巩固拓展师德师风建设成效。要加强

师德警示教育，建立完善分级通报体系，结合通报的案例，组织教师讨论剖析原因、

对照查摆自省，做到警钟长鸣。要保持对师德失范行为的高压态势，坚决惩处师德失

范行为，逐步建立“黑名单”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

例》，将师德失范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教师依法撤销教师资格，清除出教师队

伍。要进一步推动师德师风建设责任下沉，压实中小学校校长、书记和高校二级学院

院长、书记的直接责任，打通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保证师德师风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