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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言 /

10 月 10 日，北京大学保卫部发布了
《规范校园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规
定：今后，北大师生骑电动自行车的，
须办理北京大学非机动车通行证后方可
入校。10 月 20 日之后购进的新电动车不
予办证。12 月 1 日起，学校将禁止无证
电动车入校。北京大学称此举是为“整
治校园电动车乱象，防范交通事故，改
善交通秩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大学出于校
园交通安全的考量对车辆进行管理，本
无可厚非。既然电动车进出校园，速度
远超自行车甚至接近机动车，被纳入校
园通行证管辖的范畴，要说也没什么不
合理的。尤其是在“此前曾出现过多起
比较严重的电动车事故，致学生受伤”
的情况下，北大对电动车加强管制，应
不是想当然拍脑袋，而是有的放矢。

但 北 大 限 电 动 车 的 举 动 ， 引 发 了
“闭关锁校”的质疑，甚至有人拿国外高
校根本不设围墙，车辆随意出入作为比
照。应当承认，电动车的事故隐患的确
不小，任由电动车在大学校园内横冲直
撞，危及师生安全，当然不应该。同
时，非要让国内高校在自由开放程度上
向国外看齐，也有点脱离现实。

具体到电动车引发的问题，究竟该
如何管，其实大有讲究。北大的策略是
将电动自行车纳入通行证管制，而通行
证是一种数量管制。乍看并不是简单

“一刀切”的通行证管理模式，本值得期
待；但细看规则，北大竟然直接规定

“2016 年 10 月 20 日及以后购买的电动自
行车都不予办证”。言下之意，只有现有
的电动车可以继续用，新购买的电动车
都将不得入校。对于合理增量的一刀
切，合理吗？未来新入校的老师和学
生，被直接剥夺了电动车的校内使用
权，是否公平，值得商榷。

不仅如此，解决电动车带来的校园
交通风险与隐患，仅仅靠通行证设限还
不够，违规超速导致的电动车事故，究
竟责任和原因何在？肇事者是否都是校
外人员，校内师生驾驶电动车是否都安
全合规？同样值得追问。假如缺乏对校
内人员电动车驾驶的规范，有了通行
证，风险其实仍未排除。

相形之下，国外高校校园尽管并不
对车辆限行，但即便对自行车也有看似
唠叨的安全提醒。例如，美国大学校园
在倡导师生以自行车作为校园通勤方式
的同时，也在不厌其烦地强调自行车安
全，甚至事无巨细地要求师生学习并遵
守相关的安全规则。美国大学校园同样
建议自行车注册，目的是为了提供更好
的服务，例如根据注册自行车的总量来
规划校园自行车道与相关的存车点、修
理服务站等资源。

回到北大的电动车通行证上，我们
也要弄清楚：究竟该满足于简单粗暴地
控量，还是应致力于提升安全意识与服
务意识？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本文原载 10 月 12 日 《检察日报》，
有删改）

一纸通行证能终结
电动车乱象？

吴江

据媒体报道，10 月 9 日，教育部
考试中心下发《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
考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在各科
修订内容中明确提出，将增加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考核内容，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
高考命题的育人功能和积极导向作
用。应该说，这是传统文化回归基础
教育一个鲜明而积极的信号，因为纳
入了高考，使得这一信号带有了不可
回避性，应理性待之。

这一信号的释放标志着在传统文
化的制度建设上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
文件闭环。从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其中明确
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
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
民族独特的精神符号标志，确立了传
统文化的应有地位），到 《教育部关
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意见》（文中提出要全面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了教育的
传承任务），到《教育部关于印发<完
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的通知》（通知对传统文化的性质、
内容、推进方式均予以详细描述），
再到如今的《关于2017年普通高考考
试大纲修订内容的通知》，形成了首
尾呼应的文件群，使得传统文化的回
归与传承具有了制度保障。从这种角
度说，高考增加传统文化内容是教育
改革布局的自然延伸。

与今年 9 月 13 日发布的 《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 总体框架相得益
彰，传统文化是魂，是根，是融入血
脉中的基因，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框架
从国家认同层面进一步明确要尊重中
华民族的优秀成果，传播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

传统文化纳入学生必须具备的素养之
列，从培养目标层面进行了界定，这
也为高考内容调整提供了依据。相应
地，高考内容调整也为核心素养的落
地提供了契机。

此次高考主要修订内容有三部
分，一是增加了传统文化考核内容，
二是完善了考核目标，三是调整了
考 试 内 容 。 在 增 加 传 统 文 化 的 同
时，减掉了其他一些内容，从而在
一增一减之间实现了内容结构的调
整，为凸显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提供
了空间。

从 基 础 教 育 多 年 的 “ 应 试 情

结”来看，高考增加传统文化内容
的确能引起广大师生对传统文化的
关注，但能否借助此次机会让传统
文化在基础教育领域落地生根，进而
在广大学生心中生根，获得文化血脉
的传承，目前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由此，有两个关键问题必须认真思
考，一是“教什么”，二是“怎么教”。

应该清醒地看到，传统文化教育
与高考在本质上是难以弥合的。传统
文化教育从根本上是价值观教育，价
值观教育遵循的是体验、感悟、理
解、反思、践行，是基于文化认知之
上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而高考是
大规模的纸笔考试，是典型的常模参
照考试，这就导致了高考易于在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方面进行考核，而难
以在体验、反思等高阶思维和价值认
同上有所作为。如果完全以高考为导
向来布局传统文化教育，教师和学生
很可能只关注在考试中增加了几篇古
诗文、都是什么类型、应如何应考，
等等。在相应的教育教学中，教师很
容易将传统文化原本的“价值性知

识”生硬地教成了“事实性知识”，
从而增加了学生记忆背诵的负担。

传统文化不同于各个学科，没有
固定的教材，而且传统文化的教育资
源往往在学校之外，如何能以学生喜
闻乐见的形式，将校内教学与校外学
习结合起来，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真
正落地，对每位教师来说都是不小的
挑战。此外，如何让作为数字原住民
的学生敞开心扉，亲近离他们较远的
传统文化，还需要精心布局，优化资
源。另外，文化的习得往往是在课堂
外，这就需要家校协同，社会参与。

传承是基础教育的核心任务，优
秀传统文化的习得是基础教育传承任
务的重要部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离不开文化的复兴，教育者应珍视此
次机遇，在制度布局基本完成、高考
指挥棒已经撬动的现状下，摸准传统
文化的脉搏，引导学生与传统文化相
遇，埋下文化的种子，进而让学生实
现有根基的文化自信。

(作者系北京市教科院课程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

高考增加传统文化导向在文化自信
王凯

当老师们都争当班
主任时，中小学教师职
称评定也就回归到了对
学科专业能力的考评。

开学前，几乎所有学校都会碰到
一桩棘手的事：谁当班主任？近日有
多家媒体报道，中小学班主任工作量
大、事情杂、责任重、待遇低，很多
老师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有
的地方甚至出现“班主任荒”。有媒体
发问：老师，你愿意当班主任吗？这
问题问得滑稽。面临那么多的困难，
谁还愿意当班主任呢！

但班主任总得有人当，于是就少
不了行政推动，最常见的做法是将当过
班主任作为晋升职称的必要条件。有人
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是一种利益绑架。
笔者认为，将两者挂钩既是职称评定的
应有之意，也是眼下保证工作顺利开展
的无奈之举。但谁当班主任这个问题是
个真问题，需要予以重视，要在经费投
入和人员编制上出实招。

其实，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性无论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班主任工作的辛
劳无论怎么描述都不算夸张。做班主
任免不了与学生和家长打交道，其劳
心费力程度远非讲课做题可比。2009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了 《中小学班主
任工作规定》，强调“班主任是中小学
的重要岗位，从事班主任工作是中小
学教师的重要职责”。也就是说，班主
任工作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一部
分，一个称职的教师应当是一个称职
的班主任。中小学教师的职业成就
感、幸福感和荣誉感更多来自班主任
工作。所以，在中小学教师专业职务
评审时，将从事班主任以及相应工作
作为“要件”是合理的。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 也有
“待遇保证”和“降低工作强度”的
相关规定，如“班主任工作量按当地
教师标准课时工作量的一半计入教师

基本工作量。各地要合理安排班主任
的课时工作量，确保班主任做好班级
管理工作”。但从现实看，如果编制
标准不调整，这条就落实不下去。
1000 万中小学教师起码有 300 万人同
时担任班主任，怎么来调整他们的工
作量？是再增加 150 万教师，还是大
幅降低 700 万教师的待遇，用以提高
300 万班主任的待遇？没有强有力的
配套政策，相关规定便只能是纸上
谈兵。

另外，“超课时津贴”哪里来？要
么“倾斜”力度小，没意义；要么拆
东墙补西墙，班主任待遇上去了，其
他老师待遇下去了。只要用心办过学
校的校长都知道，没有一支好的班主
任队伍，学校是办不好的。但只有班
主任做德育工作，同样办不好学校。
在大幅提高班主任待遇遥遥无期且
原有福利还有缩水的当下，将担任
班主任工作与职称评定挂钩，可在
一定程度上激发教师从事班主任工作
的积极性。

比较而言，笔者更赞成逐步落实
“班主任工作量按当地教师标准课时
工作量的一半计入教师基本工作量”
这一规定，这需要增加 15%的编制。
当然，最终还是“钱”的问题，因此
要“逐步落实”。同时，还要切实落实
课程标准和课时计划，避免随意增加

升学考试学科的课时量，提高教师编
制利用率，用10年时间过渡到班主任
只须担任课任教师一半教学工作量的
状态。这样，既可使班主任有更多的
精力专心从事学生教育工作，又不至
于造成教师待遇过于悬殊。

30年前，班主任并不像今天这么
辛苦。那时，班主任并不比其他科任
老师更劳神。今天，情况有了很大变
化。单是手机、QQ、微信、电子邮
箱、网络平台，就给班主任增添了太
多烦恼，更何况还有升学压力、安全
压力。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给
班主任减负也许比加薪更实惠、更现
实。而当老师们都争当班主任时，中
小学教师职称评定也就回归到对学科
专业能力的考评。

（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校长）

给班主任减负比加薪更现实
姚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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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有山东烟台市民反映，海阳一
学校食堂存放猪饲料、鸡饲料，用来给学生熬稀
饭喝，给学生吃猪食、淋巴肉等问题食品。当天，
上百名家长到学校讨说法，并向相关部门投诉
举报。此后，校方回应称，当地政府已成立专项
调查组，市场监管局已经介入调查，一切按照
法律程序进行。（《齐鲁晚报》10月11日）

校车出事了，一目了然；围墙倒塌了，无
可遮挡。可对于高墙深院内的一日三餐来
说，学生们吃得安全健康与否，显然是个“套
路深深”的现实问题。这些年，若非吃出“砸
食堂”等群体事件，或者吃得集体去了医院，
外人很难窥见校内食堂餐饮的日常。对家长
而言，学校食堂是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黑箱；对
地方教育监管来说，分数和成绩之外，似乎
皆不是着力费心的重点。

正是基于以上的事实逻辑，“山东一学校

食堂疑给学生吃猪食”事件，才会在国内舆论
场掀起不小的涟漪。

不过，事实未明，真相不清。在碎片化
传播的自媒体时代，仅凭几幅照片或截图，
似乎很难对当事学校加以批评。此事究竟
是人神共愤的恶行抑或亟待反转的误会，有
待于官方给出权威的说明。眼下来看，校方
致学生家长的那封公开信里，对舆论反映的
肉、西红柿、鸡蛋等问题，也给出了合乎情理
的解释，只待“调查组”厘清是非。

在不少人眼里，学校食堂是块“风水宝
地”：位置佳、市口好、油水足，更兼不愁买
家、无惧监管。去年年底，有记者通过梳理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相关校领导贪腐的判决
书发现：有逾四成校长热衷从食堂“捞油
水”；在 10 宗项目承包贪腐案件中，其中有 7
宗涉及食堂承包工程。而在媒体曝光的事

件里，在几块钱的学生营养餐上“劈精肉”或
“刳脂油”之恶亦不算多么“大事”。一个问
题令人凛然：在食堂腐败频发的背后，菜品
质量与餐饮安全果真清白无虞？

按理说，学校里的食堂应与公立医院
的属性差不多，保障基本需求与公益性，该
排在价值取向的第一位。遗憾的是，学校
食堂却多以外包的形式垄断经营。公平竞
标，价高者得，看起来无比正义。实际上，
少数校方常以封闭式管理保障学校食堂的

“刚需”，算是对经营方出高价竞标的投桃
报李；而少数食堂则在垄断交椅上安享暴
利，无视学生作为消费者的基本权益。一
旦琐细争执成为压垮双方对话秩序的“最
后一根稻草”，则场面失控。

这当然不是说学校餐饮服务外包是个
错误。市场经济的要义，就在于资源优化配

置，各做该做的事。学校一包到底，既不科
学也不经济。但食堂外包出去，不等于校
方、教育主管、市场监督等部门就可以充当甩
手掌柜。厘定规则、公平交易，严防圈地自
肥、秉持保本微利，这是义不容辞的监管职
责。事实也一再证明：少数学校食堂立着为
学生服务的招牌，干的却近乎是打劫的勾
当。于是，轻则被学生连年吐槽菜品问题，重
则直接上演揭竿而起的“食堂演义”。

食堂安全，理当成为校园安全建设的题
中之义。要让这块监管盲区成为法治之地，
成立家长等参与的膳食委员会或是治标之
策，而治本之计还在于明确学校食堂的属性定
位，在租赁制度、职能监管、学校责任等层面明
晰责权利关系，把一切可能的猫腻杜绝在制
度之内，莫让学校食堂成了少数人的印钞机。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食堂安全莫成被遗忘的角落
邓海建

传统文化不同于各个学
科，没有固定的教材，而且
传统文化的教育资源往往在
学校之外，如何能以学生喜
闻乐见的形式，实现传统文
化的真正落地，对每位教师
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 漫话 /

今年读研三的小王日前向媒体反映，
此前他在一家注册地在北京的网站上投递
论文并交付 1750.1 元后，该网站承诺 9 月
将其论文刊登在学术刊物上。然而，小王
的论文并未如期刊登，数次要求退款并未
成功。相关刊物的编辑部工作人员否认与
小王投稿的网站合作。《北京晨报》 记者
日前实地探访，并未找到该网站隶属公
司。就此情况，记者已向有关部门反映。

竹篮打水

陶小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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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简称“财科院”） 的前身——财政部门财政科

学研究所 （简称“财科所”） 成立于 1956 年，从 1978 年开始面向全国招

收研究生，是国家批准的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入学统一考试。

全日制招生专业、研究方向、人数：
学术性：财政学37名 会计学34名
专业性：审计42名 会计52名
以上各专业招生名额均含少数民族骨干计划，共24名：
财政学5名 会计学4名 会计8名 审计7名
非全日制会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100名。
考试科目：详见招生简章
报名：2017年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招生一律采取网上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时间：应届生预报名时间为 2016 年 9 月 24 日至 9 月 27

日，全体考生报名时间为2016年10月10日至10月31日。
网上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现场确认时间：请关注国家教育部门报名网站信息
初试时间 （全国统一招生考试）：2016年12月24日至12月25日
通讯地址：（100142）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新知大厦

324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单位网址：http://www.crifs.org.cn
联系电话：（010） 88190380 8819032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7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