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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教师宣誓制度的目
的，是为了提高教师职业荣
誉感，因此，应立足教师职
业本身来对待教师誓词，与
此同时，还要从保障教师职
业待遇、职业权利等方面着
手，提高教师的职业归属感
和荣誉感。

/ 漫话 /

评
今今日

/ 一家之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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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不掺杂利益的尊师、
爱师之风，应该成为一种共
识。保持纯洁的家校关系、师
生关系，就是保持教育的纯洁
性，就是在践行有温度的教
育，就是在让教育变得更美。

唯有导师在科学研究中
闪烁才智之敏锐，在学术指
导中闪耀人性光芒，充分体
现懂教育、爱学生、专心治
学的做派，方能真正构筑起
研究生教育的“脊梁”。

/ 快评 /

近日，教育部网站公布了 《人
民教师誓词 （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称，此举
是为了增强广大教师的职业荣誉
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教
育部在开展专题调查研究、广泛听
取建议、反复斟酌修改的基础上，
制订了 《人民教师誓词 （征求意见
稿）》。据了解，我国目前还没有统
一的教师宣誓制度，但贵州、河南
等地此前曾制订过教师誓词。

教师誓词对增强教师的职业荣
誉感，确实有着特殊意义。在新教
师入职，或者重大仪式场合，宣读
教师誓词，会让教师深切体会这一

职业的光荣与责任。正是由于如
此，很多国家都实行教师宣誓制
度，而我国一些省市，也曾在新教
师入职和教师节，尝试进行教师宣
誓，还有一些学校有本校教师的誓
词。

由教育部制订统一的人民教师
誓词，这可以视为是我国建立统一
教师宣誓制度的前奏。对此，全国
各地的教育部门、学校、老师以及
社会人士，有必要高度重视此次教
师誓词征求意见，因为最终凝聚各
方意见的誓词，将既有教师对教师
职业的理解、认识，也有教师对做
好教师职业的自我要求，其中也包
含社会对教师职业的期望。

人民教师誓词公开征求意见的
消息发布后，引来不少评议。有的
说制订统一的教师誓词，迈出了教
师宣誓的第一步；有的则认为，教
师誓词没有什么实在的内容。对于
一个新事物，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而讨论教师誓词，首先需要界定清

楚一个问题，即这一誓词，是更多
起象征意义，还是将其作为一次对
教师职业伦理的自我教育？

国外也有类似的教师誓词和相
关的仪式，在英美一些国家的师范
院校毕业典礼上，毕业生集体诵读
教育者誓词是一项重要仪式。以美
国的教育者誓词为例，内容重在强
调教师的职业伦理。比如，其中提
到，“我将时刻注意到我的责任——
通过严格的对知识的追求来提高学

生的智力。即使非常辛苦，即使受
到放弃这一责任的外界的诱惑，即
使遇到失败等障碍而使之更加困
难，我也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许
诺。我还将坚持不懈地维护这一信
念——鼓励并尊重终身学习和平等
对待所有的学生。”“为了忠实地完
成这一职业义务，我保证做到努力
钻研所教内容，不断改善我的教育
实践并使在我教导下的学生能够不
断进步。我保证寻求和支持能提高
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政策并提供所有
热爱教育的人一切机会去帮助他们
达到至善”。

不难发现，美国的教育者誓词
内容比较细致，具体到如何履行责
任、如何提高自己，可操作性较
高。我国的人民教师誓词也可以考
虑在这方面有所加强。这有点类似
于我国的中小学生守则与国外的学
生守则的对此，我国以前的学生守
则给学生提的也是比较宏观的行为
规范要求，而国外则十分具体。后

来，我国新版学生守则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美国的教育者誓词是由教师行
业协会制订的，因此具有教师职业
特点，代表的是教师行业共同体对
教师职业标准的统一认可。这一点
我们也可以有所借鉴，即更广泛地
听取一线教师意见，让誓词得到更
高程度的认可。

说到底，建立教师宣誓制度的
目的，是为了提高教师职业荣誉
感，因此，应立足教师职业本身来
对待教师誓词，与此同时，还要从
保障教师职业待遇、职业权利等方
面着手，提高教师的职业归属感和
荣誉感。在这方面，我国有必要学
习借鉴欧美一些教育发达国家建设
教师队伍的做法，建立国家教育公
务员制，以这一制度，保障教师的职
业待遇，进而要求教师履行相应职
责。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

教师誓词承载职业荣誉感
熊丙奇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河北某
大学硕士生拒为导师公司打工得零
分评价”一事，述及的导师“给学
生零分评价”“强硬安排学生打工”

“要求学生不去上课”“让学生演练
道歉”等细节，校方称正在调查核
实之中。其实，对于媒体报道的情
况，很多人并不陌生。大家除了愤
懑不平，是不是还可以做些深层次
的理性思考？

一所大学，无论其类型层次、
学科门类如何迥异，均应因师生确
立其基本的价值。在研究生教育
中，导师是最重要、最具生命力的
因子。同时，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
第一责任人，是研究生学术的引路
人。“零分评价”的出现，某种意义
上说，意味着师生关系的完全破

裂。导师是师生关系构建的主导
者，在“研究生是来学习知识的，
并非来打工赚钱的”的这一基本认
知上，导师应该心知肚明。近年
来，随着市场化观念的深入，不少
导师不断拉近与市场之间的距离，
热衷于承接与金钱利益关涉甚密的
课题项目，许多研究生随即被裹挟
进为导师打工的行列之中。然而，
研究生熟视导师之所作所为，对导
师游离于指导之外的直观感受一旦
形成，必定难以再“仰视”导师之
师道、师尊，师生之间的嫌隙与裂
痕也难免日益加深。

导师“强硬安排学生打工”“要
求学生不去上课”这些做法，让人
惊诧。导师提供给研究生一些契合
专业知识提升的实习实践机会，是

研究生的额外收获，理当感激。可
是，如果导师赤裸裸地让研究生承
接逐利的市场项目，或让研究生从
事与专业领域根本不搭界的低端产
业，试想，立德树人和市场利益是
截然不同的逻辑理路，运行规律各
不相同，若硬要将两者杂糅到一
起，要么顾此失彼，要么双双失
利。更令人不齿的是，导师竟然劝

诫学生逃避课程学习，试问，这何
以能出自为人师表的导师之口？应
当说，唯有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才
能承载对研究生施以高水平的学术
指导，但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非充分
条件。科学研究的过程毕竟是探究
知识与真理的“物性”过程，而学
术指导过程则始终离不开人及人
性，唯有导师在科学研究中闪烁才
智之敏锐，在学术指导中闪耀人性
光芒，充分体现懂教育、爱学生、
专心治学的做派，醉心于人才培
养，方能真正构筑起研究生教育的

“脊梁”。
以导师对研究生评定综合测评

成绩为例，多数导师都会选择给一个
合理的分数，零分评价实属罕见，让
学生演练道歉更是闻所未闻。倘若

导师是依从事实进行的理性评价也
就罢了，但若是为了泄一己私愤，逞
江湖戾气，则实在算不上教育评价，
更没有质量和威信可言。

当前，关于研究生教育提高质
量、内涵发展的呼声不绝于耳，相
关制度改革也呼之欲出。制度是一
种约束，更是一种激励，其内在逻
辑是实现好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故
而，既要考虑制度性打破导师终身
制，研究生可以有权达成更换导师
之类的合理诉求；又要合乎导师身
份，用制度激励其在研究生人才培
养过程中的活力，引导其对研究生
育人育心，方可真正重建起教学育
人之秩序。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
师）

导师给学生“零分评价”何以服众
张立迁

春节、中秋节、教师节；开学
日、毕业日、校庆日⋯⋯每到各种
节日和孩子成长的关键节点，许多
家长都会纠结要不要给老师送礼，
送什么礼，以及以怎样的方式送。

也许有人认为，给教师一点小
礼物，以示感谢，没什么不妥。笔
者并不反对在教师节等节日送教师
一些象征纯洁与高贵的鲜花等小礼
物，但如有金钱或贵重礼金方面的
往来则须坚决制止。其实，表达尊
师之情的方式有很多种，真的不是
唯重“礼”才能表情谊，那些值得
传颂的敬师故事，如杨时的程门立

雪、柏拉图的“吾爱吾师，吾更爱
真理”、鲁迅多次拜访启蒙老师寿先
生，背后都是对教师本人以及教师
职业的尊敬，也是一种很好的对师
恩的表达。

从教育长远发展来看，传承不
掺杂利益的尊师、爱师之风，应该
成为一种共识。实际上，保持纯洁
的家校关系、师生关系，就是保持
教育的纯洁性，就是在践行有温度
的教育，就是在让教育变得更美。

而达成此种共识，家长要改变
观念，尤其不能以世俗的眼光看待
教师，更不能拿社会的潜规则来对
待学校教育，要相信老师能一视同
仁，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家长们
还要明白，给老师送礼，看似求一
个安心，指望老师能重点照顾自己
的孩子，但倘若老师收礼成常态，
这样的老师还值得信任吗？

对于教师来说，收受礼品看似

得到了“好处”，但这种“好处”是
以自己的职业尊严为代价的，不仅
暗地里让送礼的家长瞧不起，某种
程度上也给自己套上了“紧箍咒”：
面对送礼的家长，难免气短；管理
其孩子，很容易失去公平。世上没
有不透风的墙，老师收礼的行为一
旦传播开来，只会让教师的威信受
损，也势必影响到自己在学生心目
中的地位。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
学生若不再敬畏和爱戴老师，还谈
什么教育，谈什么育人呢？

因此，从第一次家长会开始，
从师生关系建立那一天，教师就应
该亮出自己对“礼”的鲜明立场，
申明与学生家长的交往原则——不
索礼不收礼，和家长保持单纯的合作
关系，合力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老
师要让家长明白，多参与孩子的教
育，和学校一起帮助孩子养成良好行
为习惯，做一个懂教育的家长，就是
对教师最大的支持。家长也应该尊
重教师，与其密切合作，在精神上
合辙同轨，在行动上不推卸不消
极，勤加沟通，相互尊重。

从长远来看，送礼之风盛行，很
容易形成攀比，于教育的影响是深远
的，不仅不会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改
进教育生态，反而会恶化师生关系，
让教育变了味道，就像浸入清水中的
杂质一样，玷污了整个教育的纯净
性。换个角度看，教师拒绝来自家
长的贵重之“礼”，就是在维护教育

的纯净性和神圣性，让自己理直气
壮、心无旁骛地教书育人。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在家长与
老师之间的“礼”尚往来方面负有
很大责任，应拿出实际行动倡导尊
重教育的常识，抵制社会不正之
风。例如，在校园开放日、教师
节，以及开学、毕业典礼之际，学
校要多宣传自己的办学理念，呼吁
家校之间形成教育合力，提倡学生
家长与教师之间的彼此理解与尊
重。实际上，很多学校有着很好的
文化传统，师者谆谆，学子莘莘。
受这种文化传统的浸染，老师们身
上有一股正气、清气和儒气，无形
中透着“身正为范”，不仅赢得了家
长的信任与爱戴，也让学生愿意去
追随，进而在日常教育教学中做到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作者系辽宁省沈阳市浑南一中

校长）

拒“礼”应成一种教育共识
雷军

有媒体报道，西安某学院大四学生小刘是建
档立卡的贫困生，按照规定可以申请6000元助学
金生活补助。但新学期，学校却以“购买笔记本
电脑不算贫困生”拒绝了他的助学金申请。

购买笔记本不算贫困生的潜台词是：笔记
本电脑属于高档品。换成十年前，这样的认定
问题不大，但在三四千元就可以买一台不错的
笔记本电脑的今天，再把笔记本电脑认定为高
档品显然不合时宜。从小刘的情况来看，他是
一名工程专业的学生，平时学习、做作业，都
需要使用笔记本电脑，而且他的电脑才两千多
元。高校以购买笔记本电脑为由拒绝贫困生活
补助的申请，亦于理不符。

一直以来，高校助学金发放存在不少问题。
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深有感触。首先要到户籍所
在地开具贫困证明，但这种证明的真实性并没有
保证。结果，在评定助学金的时候，我们班上不
管家庭条件好的还是差的，几乎都拿出了贫困证
明。接下来，就是上讲台陈述家庭经济情况，说
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比穷”，然后再由全班同学投
票。这种方式，对于家庭条件确实不好的学生来
说，是公开向众人敞露自己的伤口，贫困并不丢
人，但这种方式，依然是对尊严的一种践踏。而
对于那些家庭条件尚可，却还是要来抢一杯羹的
学生来说，这不过是一场表演。

除此之外，高校助学金发放存在的问题还
有很多。有些地方，把助学金当作另外一种形
式的奖学金，发放给“品学兼优”的学生；有
些甚至还被个别辅导员或系领导随意操纵，发
放给跟自己关系好的学生⋯⋯

平心而论，要确保助学金发放到每一个真
正需要的学生手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这需要耗费时间和精力去调查、统计、审核，
而这个工作还比较复杂。

高校在助学金认定、发放过程中之所以存
在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高校对学生的
人文关怀不够，对学生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
心，以至于在工作过程中冷冰冰，不是以学生
的利益为中心，也不是围绕最大程度减轻学生
经济困难的原则，而只是为了学校工作的方
便。所以，虽然制定了规章制度，但在执行的
过程中则表现为“一刀切”，失之僵化。

给贫困学生发放助学金，减轻他们的经济
负担，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不是学校的施
舍和怜悯，而是政府不让学生因贫困失学的庄
严承诺，是政府职责所在。作为政策具体执行
者的高校，应该真正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给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通过信息化等手
段，精准把握贫困学生情况，让有需要的学生
以有尊严的方式享受国家助学政策。

（作者系本报见习记者）

高校助学金
发放要精准

杨三喜

近几天，笔者在调研时，看到几位公办幼儿
园园长算了一笔账：一年 365 天，孩子在园 195
天，节假日 170 天，每天在园平均 7 个小时。由
此可见，一年里孩子在家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比
在幼儿园要多，如果仅仅依靠幼儿园教育孩子，
家长不承担相应责任，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2015年10月下发的《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
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不断加强家庭教育工
作，进一步明确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在幼儿阶段，家长对孩子的示范作用非常
大，只有幼儿园与家庭真正配合起来，才能取
得理想的教育效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
先，幼儿园要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发
自内心地重视这项工作。目前，许多幼儿园对
家庭教育作用的认识还不够到位，没把家长当
成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其次，要通过培训
使家长充分认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目
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家长认为他们的责任就是
管生活，幼儿园管教育，还有部分家长以“没
有时间”“文化不高，不懂教育”等理由过分
依赖幼儿园。这些导致家长与幼儿园老师的交
流内容多是孩子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对
于品德、性格以及情绪波动等方面的交流明显
不足，有些家长并不清楚他们在孩子基础道
德、人格养成、行为习惯等方面肩负的重任。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两个教育者——
学校和家庭，不仅要一致行动，要向儿童提出
同样的要求，而且要志同道合，抱着一致的信
念。”幼儿园要把家长看成是一支强大的、默
契的支持者、同盟军。家园共育可以发挥学校
和家庭各自的优势，用幼儿园教育的优势来指
导家庭教育，用家庭教育的优势来弥补幼儿园
教育的不足。家园共育既是提高育人质量的需
要，也是学前教育转型升级的需要。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幼儿教育仅靠
幼儿园远远不够

阚兆成

来论来论

随着“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政
策”的出炉，一年一度的考研大戏更是逐步升
温。媒体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各大教育培训机
构近日迎来报名旺季，商家瞄准这个关键的考
研备战期，推出了一系列诸如考研“强化班”

“VIP班”“钻石班”等，一些培训机构甚至推
出了所谓的考研“直录班”，收费动辄几万
元，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有培训机构承诺

“直录班”免复试，保证学生能够被名校录
取。但多所高校的研招办表示，根本不存在与
此类培训机构合作的情况。

考研也能“包过”？

石向阳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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