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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伟

告别2014， 热烈而伤感。
热烈的是事件， 伤感是因那流逝的

光阴。
的确， 对教育而言， 2014年显得尤

为热烈。 有人说， 注定2014年是永载教
育史册的一年。 是的， 当我们回顾2014
年， “高校信息公开”、 “好老师”、
“依法治教”、 “师德红线” ……那么多
关键词， 如同闪烁的路标， 标注着无数
人努力探索的方向。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方案正式出台， 19个重点城市全面推行
划片就近入学政策， 高考加分大幅“瘦
身”， 大学章程成为更多高校的治校选
择……尤为重要的是， 在思想层面， 教
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依法
治教成为更多教育者和社会的共识。

这都是教育的大事件， 事关民众福
祉。 当然， 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灰暗的事
情， 教授套取重大专项基金、 厦大诱奸
门、 学术抄袭私了、 教师虐童、 学生殴
打老师……面对这些事情， 评论版用自
己的方式记录了其中的困惑、 争论、 愤
怒、 希望和对未来的遥望。 我们对自己
说， 这不仅是一个版面， 更是一个窗
口， 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无限风
光。 当一期期的版面摞在一起， 它被时
光装订成了一个热烈年份的教育时评
“史记”。

我们为这些有温度、 有激情的文字
喝彩。 “拿什么感谢乡村教师的坚守与
奉献”、 “批评教育别张口就来”、 “高
校信息公开岂能因‘领导’ 卡壳” ……
这些文字背后涌动的是作者对教育的冷
静打量和温暖期待。

给你一个视角， 和你一起重新打量
被误解的教育。

给你一种解法， 和你一起寻找政策
争论背后的答案。

给你一个正见， 和你一起面对纷繁
复杂的教育现象……

虽然， 时评不过是千字文， 但它是
有力量的。 它是我们的立场和价值观。
所有的争论只因为我们想改变教育。 当
观点成为一种标尺， 可以衡量教育者内
心的教育尺度， 那文字就成为他们洞悉
本质的思维工具。 凭借它， 教育者会获
得更多的智慧与平静。 “旗帜鲜明地抵
制‘超级中学’”、 “再长的光荣榜也遮
不住应试的短”、 “唤醒和激发我们民
族的精神魅力”、 “人生不能只盯着物
质的成功”、 “为教育注入心怀他人的
力量” ……这些文字不只是一种态度，
更给教育者方向和启迪， 来改善我们的
教育生态。

是的， 我们要改变教育， 我们要塑
造未来。 这是我们的勇气和信心。

我们不愿蹉跎珍贵的时光。 把自己
的行动和信念与时代前行的巨大轰鸣相
和， 为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祈祷， 这是我
们的自我期待。 我们相信， 教育正在被
改变， 有更美好的教育才会有更美好的
未来。 无论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教育者
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相由心生”， 要
为时代的“面容” 承担教育应该承担的
责任。

相信是一个沉甸甸的动词， 它只存
在于行动者的词典。 就如“夺刀少年”
相信邪不压正， 相信勇气可以战胜恐
惧， 我们相信教育会让世界更美好。 面
对未来， 我们不困惑， 我们相信2015
年， 法治应该是一个被重新认识的词，
成为教育者参与重建时代秩序的最有力
的工具。 而这要求教育者必须更新自己
的观念， 塑造法治时代的“好老师” 形
象。

跟我们来吧， 一起上路。 激浊扬清
不该只是美好的楼阁而该是踏踏实实的
行动。 如果你有洞悉世事的眼光， 你有
饱满的激情和对这个时代的热爱。 来
吧， 2015年， 和我们谈谈你的立场、 观
点和对这个时代的信念……

本报2014年度十大教育锐评

【原文摘要】
与城市学校教师的条件优越、 收入可观

不同， 普通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与生活条
件可谓艰苦、 清贫， 有许多困惑和无奈。 所
有坚守在普通乡村学校的教师， 他们看似平
凡的工作是以生命为代价的付出， 每一个有
良知的国人， 都应该从心底尊敬他们， 并为
他们生活与工作境遇的改善鼓与呼。

应该针对农村中小学教育及教师的问题
展开具体、务实和深入的调查与实验，为农村
中小学教师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切实、充分的支
持与保障。少发议论、少说空话，多在解决问题、
解放思想、优化机制、人文关怀等方面下功夫，
将我们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敬重与感激，转化
为一步一个脚印的具体探索和努力实践。

2014年3月18日2版 程方平

拿什么感谢乡村教师的坚守与奉献1·
【原文摘要】

让教师一心从教， 不从事有偿补课行
为， 我们可以采取多种措施。 比如，提高教师
准入门槛，加强教师职业道德教育等。唯独把
到农村学校去支教作为对教师有偿补课的一
种处罚，不但伤害了支教的本意，玷污了支教
教师的品行， 挫伤那些长期扎根农村教师的
自尊心，而且不利于农村教育的发展。

对有偿补课行为用到农村支教来处罚，
实际上是一种教育近视。 支教是我们社会所
倡导的一种正能量， 支教于人于己都十分有
利， 以支教的名义实施的处罚， 并不能从根
本上消除相关教师的功利思想。 更为严重的
是， 有可能伤害当前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支教
的良好风气。

2014年5月16日1版 周芳元

旗帜鲜明地抵制“超级中学”

2·

【原文摘要】
“超级中学” 的“成功” 凭借的不是公

平竞争， 而是违反政策跨地区招生、 提前
“掐尖” 的特权。 这种将优秀教师、 优秀学
生集中到一两所学校的做法， 破坏了地区整
体的教育生态。 学校管理和校园文化呈现高
度军事化的特点， 学生塑造的核心词是成

功、 卓越、 坚强、 效率、 纪律， 等等， 其中
固然不乏积极的因素， 但整体而言， 与青少
年成长的实际需要， 与生动活泼、 个性发展
的素质教育是完全不同的。 学校不是军营，
“超级中学” 也不是军校。 以升学为人生成功
的励志动员， 是缺乏价值内涵的。

2014年6月23日2版 杨东平

岂能以支教来处罚有偿补课教师

·3
【原文摘要】

教育评价标准的单一性，必然导致张榜公
布成绩等“应试教育复辟”现象的大行其道。以
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证明和宣传学校办学业绩
的雷人举动， 则是办学封闭与僵化实质所致。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得从有关机构和部门
对学校和校长的考评机制入手，尤其在科学制

定和严格实施中小学乃至于整个教育系统的多
元考核评价标准中动真碰硬。 评价制度的背后
是评价思想， 最核心的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
认识。 我们如何认识人本身的尊严和价值决定
了我们设立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制度，也
就间接决定了我们如何评价学生。

2014年7月28日2版 凌宗伟

再长的光荣榜也遮不住应试的“短”·4

【原文摘要】
构成大学教育经费收入中， 财政预算

内拨款占比呈下降趋势， 不过仍占高校教
育培养投入的较大部分， 学费呈上升趋势。
从精英到大众， 非公部门逐渐成为高等教
育费用负担主力， 全世界发达国家都经历
了这一过程。 对大学而言， 扩大学费在办

学经费中的比例， 更少依赖财政意味着要更
多投入办学竞争、 生源竞争， 在开源节流上
下功夫， 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 激发大学
在效率和质量上办出差异的积极性， 改善奖
助贷体系， 这才是大学学费上涨应该带来的
正面效应。

2014年8月11日2版 陆一

学费“涨声”还需赢来质量“掌声”·5 批评教育别张口就来
【原文摘要】

中国教育之所以屡遭各方批评， 固然
有教育自身问题， 但不可否认， 也有国人
对教育既重视， 又不够虔敬的原因。 教育
毕竟是一项专业和职业， 一门科学和学科，
掌握背景知识， 了解内在规律， 至少能够
进行逻辑思维， 是讨论教育问题的认知前

提。 来自四面八方正反相冲突的指责， 甚至
一味恶搞， 只顾“逞口舌之快”， 容易让人
不知所措， 于改进工作无益。 多点建议， 多
些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教育管理者、 教师、
学生甚至对批评者本人来说， 肯定更具价
值。

2014年11月17日2版 顾骏

·6

学术抄袭怎可轻飘飘私了
【原文摘要】

学术是社会公器， 学术不端不只是私
事， 还是涉及学术道德、 学术秩序的公共事
件， 不能因为被抄袭者不追究， 就不启动对
抄袭事件当事人的学术调查和处理。 之所以
一些人拿被抄袭者已经谅解来为抄袭行为开
脱， 学术公共事件被随意私了， 是由于我国
没有建立健全的学术管理、 评价体系， 对于

学术不端的处理存在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
倾向。

学校学术机构应从维护学术尊严出发，
对抄袭行为进行严肃调查， 并根据调查结
果对当事人做出学术处理， 在此基础上再
做行政处理。 这才是对学术负责任的态
度。

2014年11月19日2版 熊丙奇

·7 追打校长背后的文化荒让人心慌
【原文摘要】

乡村向来有自己固守的伦理，比如以“敬
惜字纸”为代表的对文化的敬畏、对文化人的
尊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如今被“利益”
所诱惑的村民正自己动手毁掉他们赖以生
息、传承的文化根基。

从现实来看， 乡村教师的经济地位有些
尴尬，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他们成了经济上的

“掉队人”，比那些富裕的村民还要“矮一头”。
这使得他们的荣誉感也变得稀薄，也让他们所
守护和传播的文化不再被高看一眼。乡村伦理
的底线日益失守。 这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过程。 对那些乡村来说，这无疑是一场文
化的“塌方”。 在村民和校长的“对峙”中，受伤
害的是孩子和未来。

2014年12月5日2版 张树伟

·8

虐童事件处置暴露法治软肋
【原文摘要】

“师德” 对教师的约束过于依赖环境和
教师自身价值观， 缺乏对行为的刚性约束。
对违背师德的行为停留在舆论声讨和道德谴
责层面， 起不到真正的威慑作用。 在倡导道
德约束之外， 法治作为维护师生关系的最后
一道防线， 必须扮演好事前“防火墙” 和事
后“灭火器” 的角色。 现有法律法规对师德

问题作了许多原则性的阐述， 但实施起来却
不好把握， 对虐待儿童的专门法律界定也存
在缺憾。 在依法治国和依法治教的大背景下，
我们须以法治思维考量虐童事件。 在问责过
程中不应止于师德层面的考问， 更应在法律
的框架下寻求解决之道， 让法治真正成为巩
固师德师风的筋骨和灵魂。

2014年12月11日2版 王钟的

·10高校信息公开岂能因“领导”卡壳
【原文摘要】

信息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便于监督，监督的
前提是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公众的知情。然而遗
憾的是， 许多高校并未意识到公开的深意所
在，一些关键性的信息有意回避。

其实，信息公开并非简单的信息告知，而
是在深层意义上指向大学管理的民主决策机
制。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就是要给学生的社会

化过程一个完整的承诺。 这其中，激活并培养学
生的公共参与精神，是大学教育需要迫切回应的
政治命题。 显然，这既是公民意识成长的有效途
径和催化路线，也是教育学与政治学在学校这块
“试验田”里的一次深刻对话。 而这一过程，离不
开学校在信息公开道路上对公开、真实监督的承
诺与践行———校领导尤其应该带个好头。

2014年12月11日1版 刘涛

·9

致
意

【弃北大读技校】
本是理性的选择却招来非议， 反映出单

一的人才评价标准依然盛行。 接受职业教育
俨然被视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无奈选择,社
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亟待扭转。

（媒体人 马成涛）

【简政放权】
简政放权不能是权力机构的独角戏， 需

要从教师行使对校长的监督权开始， 由下到
上完善各级监督机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

【教师福利】
一个不问权利不问福利的教师， 或许可

以成就一个人的美丽传说， 却不利于整个教
师行业的职业进化。 给教师有诚意的福利承
诺， 这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履行的责
任。

（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刘涛）

【休学创业】
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 不仅要中看，

还要中用， 教育的跟进， 社会机制的创新，
才是鼓励大学生休学创业叫好又叫座的法
宝。

(媒体评论员 龙敏飞)

【天价学区房】
用金钱换取户籍再获得学籍， 它之所以

总是引起人们对教育公平的争论， 其背后实
质隐藏着贫富分化的社会阶层差异对教育获
得的代际传递。 （媒体评论员 张松超）

【上调学费】
要上调学费， 高校就必须尊重学生及其

家长的知情权、 选择权和听证权， 如果高校
一方面提高学费， 另一方面毕业生就业却越
来越难， 这显然不符合市场规律， 上调学费
的正当性就必定会受到公众的质疑。

（北师大教育学部博士生导师 李奇）

【学术抄袭】
在向“学术强国” 转变的过程中， 需要

有更严苛的外部约束， 也需要每个人都恪守
学术道德和学术底线， 从我做起， 捍卫中国
学术界的形象。 （媒体评论员 苏剑一）

【依法治教】
依法治教给教育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

的法治环境， 推动高校自主办学， 促进社会
规范办学， 有利于我国从人才大国向人才强
国的转变。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马怀德）

【学霸】
即使是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时代， 学霸

依然具有令人仰望的魅力， 这也正是时代希望
之所在。 但凡有真才实学、 靠自身努力而获得
成就的人， 总能收获信任和钦佩。

（媒体评论员 王石川）

【校园虐童】
作为一个公民， 遵守法纪是基本要求； 作

为一名老师， 爱护学生是其职责。 从某种意义
上说， 社会对教师的要求远远高于对一个普通
公民的要求。 校园虐童事件频发， 说明加强师
德教育的迫切性， 更说明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
性。 （知名媒体人 刘万永）

【加分造假】
加分本身就是一种造假， 既称考卷面前人

人平等，又另行设计一道加分边门，岂非制度性
造假？ 因为边门有人把守，没有特别身份的人不
许通行，所以才有伪造”通行证“的人和行业。 要
是把边门封闭了， 通行证连同伪造还有存在必
要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顾骏）

【师德红线】
六条“红线” 是师德的根基， 能够使师德

建设回归真实的社会沃土和基本的职业操守，
是教育部门有效回应社会公众对教育、 对教师
日益强烈期待的实际行动。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
谢春风）

【高考改革】
过去对高考“公平” 的理解， 更多的是从

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等角度出发的,
打破了人才“唯成分论” 的禁锢。 那么， 保证
学生因材施教， 实现个性发展和能力激励， 推
动高校差异化发展则是在教育内涵意义上的公
平， 也是专家学者们所认定的“科学选才”。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 冯成火 王东）

更多内容请关注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
育之声” 2014年度盘点

———盘点2014年度教育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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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那些牵动人心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