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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4日，请大家记
住这一天。芬兰赫尔辛基教育局正
式下发通知，正式废除小学和中学
阶段的课程式教育，转而采取实际
场景主题教学。也就是说，赫尔辛
基的孩子们不用再上单独的数学
课、物理课、化学课等⋯⋯”最近，这
条10万+的微信：《我们的孩子还在
上补习班，芬兰人却决定颠覆学校
教育》，引爆了国人的朋友圈。

世界都知道芬兰教育牛，但果真
牛气到放弃课程教育一路裸奔的节
奏？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家特地选
在了课改的11月14日当天发表声明，
强调芬兰不会废除学科教育，“在芬兰
的基础教育中，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
共同课程由《基础教育法》做出规定，
学校各门课程的课时分配以政府令的
形式规定”。至此，又一个“10万+”网
谣华丽收尾。不过，以讹传讹的信息
公害，却未必能以“10万+”的速度修复
起来。

别人家的课改传闻，为什么那么
像真的？这个问题固然指向当下自
媒体乱象，指向资讯兑现规律下的媒
介素养顽疾，但中国公众对此则谣言
的应激反应，恐怕亦有着复杂而微妙
的心理基础。

教育牵一发而动全身，基础教育

中的课改更是如此。网谣以语不惊
人死不休的姿态断章取义地传递虚
假信息，大家还信以为真，首先反映
的是国人对全球课改情况的信息不
对称。业内专家的说法是，芬兰不会
随意进行重大的教育改革，大约10年
左右才会有一次课改，一般从讨论、
征求意见、修订到最后版本，起码要
两年时间。但这些基本情况，未必路
人皆知，倒是芬兰教育在世界经合组
织主办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中
名列前茅的消息，跑得比什么都快。

这些年，我们对世界教育的认
知，有着奇怪的取向：只看到人家的
教育成果，看不到人家的教育过程；
只看到人家的教育成就，看不到人家
的失败教训。这种妄自菲薄的教育
心理，尤其在国门打开后，成为了一
种诡谲的心结。

客观而言，“芬兰废除中小学课
程教育”之所以那么不像赝品，结合
中国基础教育语境观之，亦有两种
焦虑做了背景铺陈：第一，自己

“改”成习惯了，以为别人也信马由
缰。我国的课改也好、教改也罢，
在少数学校、少数地方，确实有着朝
令夕改的可疑行迹。复旦五浦汇实
验学校校长、语文特级名师黄玉峰不
久前撰文批评，“一会儿一期课改，一
会儿二期课改，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
来三期课改了。每一次所谓课改，又
会提出一批口号，出现一批‘专
家’”。教育患上了“多动症”。老
老实实搞教育，本本分分谈育人，
就像“一张蓝图画到底”的城市规
划一样，把教育大计一以贯之地承
续下去，研究也好、改革也罢，才
不至于步伐紊乱、心神不宁。一言

蔽之，全社会对教育规律有持稳之
心，才不至于以为别人都在教育的
策略与路径上朝令夕改。

第二，解放孩子或者给孩子减
负，虽说是“陈年老梗”，却终是可望
不可得。因此，“芬兰没有教研室、教
师培训中心、督导评价，教师有权决
定选用何种教科书”等表象，才会显
得格外诱人。中国家长们对芬兰“抛
弃数理化”的传闻艳羡不已，大概也
是因为对自家孩子身陷“补课浪潮”
心疼不已，对自己买房拼学区疲累不
已的条件反射。

谣言终究会散去，故事终究会翻
篇。在教育全球化与全面深改的背
景下，悯恤公众对别人家课改传闻的
敏感与遐思，也许多少会裨益于策马
扬鞭的中国基础教育。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芬兰课改传闻为何让大家信以为真
邓海建

教育不只是知识的
传递、技能的获取，更
重要是的师生、生生间
群体生活时温存的互
动、情感的激荡、真情
的体验。

近日，郑州一位 90 后班主任，
在繁忙的教学间隙，手写54 封家长
信，耗时半个月，写了 3 万字，赢
得一片点赞。在这个凡事求快求简
单的信息社会里，社会为什么会给
予手写家长信一边倒地点赞呢？在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一名90 后年轻
教师，能手写54 封家长信，让我们
惊喜，更给我们带来许多思考。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
革新，手抄报不用手抄了，弄个编辑
软件，电脑自动会帮你排版设计。
就连原本非常个性化的学生评语，
都可以偷工减料，不用一个一个手

写了,借助电脑里的评语模板，班主
任只需花一两个小时，就能把全班
几十名学生的评语“写好”。看着这
些电脑打印的、似曾相识的评语，你
有没有一种审美疲劳，厌倦感？

手写家长信，让我们看到一份
久违的温存，看到了一种时代追求
的“工匠精神”，一封封信传递的
是教育的温情和感动。随着网络运
用的不断普及，学校、教师与家长
联系的方式越来越便捷，渠道越来
越多。“教师还要不要家访？”的讨
论，经常成为教育系统内部一个热
门话题。很多人认为，信息时代教
师上门家访根本没这个必要。我对
此持不同观点。车间流水线设施设
备高度现代化的今天，为什么纯手
工的西装依然备受成功人士青睐？
一条纯手工的围巾价格为什么会是
流水线生产的好几倍呢？手写家长
信赢得一片点赞，是快餐文化背景
下，人们对原生态的一种渴求。

手写家长信，高调表扬孩子的

优点，温柔指出孩子的缺点，少则
几百字，多达上千字。洋洋洒洒中
写满了教师的爱，字字句句中透着
教师的情。老师如果平时不深入学
生，不和学生打成一片，没有对学
生细致入微的了解，是很难做到把
54 封信写得各不相同又实实在在
的。手写家长信，为何能赢得一片
称赞？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社会
对教师“静心教书，潜心育人”的
期盼。何老师手写54 封家长信，使
我想起了史学泰斗何炳棣先生，他

在回忆录 《读史阅世六十年》 中特
别写到自己在南开中学时，老师给
他写的评语“如能爱众亲仁，则美
玉 无 瑕 矣 。” 精 确 地 指 出 他 的 缺
点，在他后来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应
验，令他终生铭记。手写家长信，
折射出的是老师沉下心来做教育的
一种情怀。

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
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高尔基说：“谁爱孩子，
孩子就爱谁。只有爱孩子的人，他
才可以教育孩子。”

手写家长信，“笨办法”中还
折射出一种“真”。用真诚的方式
表达自己对学生的一颗真心，用真
挚的话语表达自己对工作的一片真
情。这种“真”实质是教育本质的
回归。这种“真”向家长传递的是
教师对工作的用心，对学生的用
情，更主要是折射出教师正确的学
生观，即学生是具体的、鲜活的、
各不相同的。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网络
发达程度不断提升，很多人断言，
学校会慢慢消失。但是，教育不只
是知识的传递、技能的获取，更重
要是的师生、生生间群体生活时温
存的互动、情感的激荡、真情的体
验。这一切，恰恰是教育最为本质
的，恰恰是网络时代不能丢的。让
家长真切感受到教师的用心用情，
也是改善教育生态，提升教育整体
形象的一剂良药。

手写家长信，向我们传递出了
比事件本身更有价值的东西。它告
诉我们，教育是一门充满智慧的艺
术，我们在遵循教育规律、学生成
长规律的同时，更要善于运用一些
新举措去解决一成不变、程式化的
东西。手写家长信折射出的是年轻
一代教师身上最为可贵的创新精
神，同时也值得我们去反思当下教
育存在的问题。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
区实验学校校长）

手写家长信透出教育温情
罗树庚

/ 快评/

只看到人家的教育成果，
看不到人家的教育过程；只看
到人家的教育成就，看不到人
家的失败教训。这种妄自菲
薄的教育心理，尤其在国门打
开后，成为一种诡谲的心结。

/ 漫话 /

想看书却总想玩手机，手机不在
身边就会感到不安，这样的手机依赖
症，你是否也有？上周起，西南大学
在中心图书馆4楼自主阅读室开设了

“脱机自习室”，进入自习室需将手机
交给工作人员代为保管。用这种方式
自习，你能坚持多久？据悉，这个自
习室开设近一周，有学生坚持了530分
钟不使用手机，也有学生十多分钟就
熬不住了。

脱机自习室

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全面从严
治党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习
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深化政治
巡视，聚焦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
严治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巡视是党
内监督的重要方式”“巡视党的组
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尊崇党章、党的
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落实情况，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执行党的纪律、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以及选人用人情况”“中央巡
视工作领导小组应加强对有关部
委、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
巡视工作的领导”，既为深化政治
巡视提供了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
也为加强中央单位巡视工作的领
导提供了组织保障。

巡视办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坚决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坚决贯彻中
央巡视工作新方针，深化政治巡视
要求，严格依照党章和“两准则四
条例”开展巡视，实现对直属高校
和直属单位巡视全覆盖。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巡视站
位，深化政治巡视内容。牢牢把握
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紧紧
抓住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紧紧
抓住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成员
这个关键少数，紧扣教育实际，突
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坚持党对高校的领
导、坚守高校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
阵地等方向问题，以党章党规党纪
为标尺，严格对照找差距，透过现
象看本质，重点检查了解党组织党
的领导是强还是弱、党的建设是实

还是虚、全面从严治党是严还是
宽，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
革、促进发展，发挥从严治党利剑
作用。

二是进一步强化巡视成果运
用，增强巡视监督实效。提高巡视
报告质量，要求巡视组把情况摸清
楚，把问题拎出来，用纪律的语言
描述问题，从政治的高度分析归纳
判断问题。坚持分层次反馈，直指
问题，不遮不掩。建立健全移交问
题线索、转办事项台帐管理和限时
督办制度，加强跟踪督办。建立有
效工作机制，将巡视情况作为干部
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体现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的全过程。完善情况通报和信息
公开制度，督促各单位对照巡视发
现的问题，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抓
早抓小。

三是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加

强实地督促检查。整改落实工作继
续坚持实行“双报告”“双责任”“双公
开”。强化被巡视党组织落实管党治
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严格按
照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整改
要求，把整改落实贯穿巡视工作全
过程。严格审核把关整改方案、整
改情况报告。积极探索“抽查式”

“点穴式”等方式，机动灵活开展
“回头看”，达到促进巡视再整改、
形成巡视再震慑、推动问题再发现
的效果，体现巡视监督的韧性和严
肃性。对巡视组反馈和移交问题不
整改、不查处的，对不敢担当造成严
重后果的，严肃问责。

四是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要求，层层传导压力。教育系统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人数众多，监管量大。
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和全面从
严治党的要求贯彻落实下去，实现对
下级党组织的有效管理，避免“灯
下黑”，巡视作为党内监督利器，作
用不可替代。巡视发现，一些基层
党组织存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
散、纪律松弛、管党治党宽松软等
问题，警示我们教育系统全面从严
治党形势依然严峻，巡视工作任重
道远。必须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
把巡视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基层，让
每一个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都自
觉担负起责任来，形成管党治党、全
面从严治党的长效机制。积极推动
直属高校探索开展对二级党组织的
巡察并及时进行总结推广。

提高巡视政治站位 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
教育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党支部书记、主任 贾德永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笔谈
主办：教育部直属机关党委 中国教育报刊社

王铎王铎 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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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

据报道，一家名为“北京龙门尚学”的培训机
构公开招生，称凡参加其委托班的学生，均有机会
提前获得与北京四中国际部的直接签约机会，连中
考成绩都可以免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这样在
招考、选拔、录取等环节上“占坑”，挑战公共常
识的嚣啸之词，置教育公平于何地？但令人不解的
是，虽然学校及时出面否认，但家长们依然追捧不
断。

在“依法治校”观念日渐普及的今天，国家明
令严禁有碍教育公平的不法行径，对招考、选拔、
录取等环节中有损学生核心利益的做法更是三令五
申。今年9月，教育部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考
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并细化了在招考
各环节中的操作原则，切实要求各地将“教育公
平”落到实处。

但是，培训机构不管这许多，“占坑班”实际
是培训机构利用广大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向往，
担心孩子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培训渠道与正规路
径的“PK”中错失机会的心理。现代行为心理学
早已指出，绝大多数人都自以“理性”自诩，但在
事实上，愚昧与谬误常常以“理性”的姿态横行于
世。在貌似唾手可及的利益面前，很多人情愿放弃
常识、枉顾法律，做出情绪化的选择。

人们对“占坑班”趋之若鹜的原因，还有两
点：一是培训地点正在北京四中隔壁，二是培训机
构的场地租用方，前身为货真价实的北京四中培训
中心。此外，培训方对名校的熟悉程度等，也具有
极大的蛊惑力。正是有了各种营销伎俩所组成的

“证据链”，越来越多的家长才甘愿“宁信其有”，
大掏腰包。不难想象，坐地起价的培训机构，势必
将教育市场引向混乱、膨胀、暴利的危险境地，公
立学校的公信度、教育法规的制约力，都将在一场
对现实公平的过度消费和肆意践踏中遭遇危机。

当然，处于事件旋涡中心的北京四中及时发
声，从校长到招办、官方微信等，分别予以澄清，
但一些家长似乎更相信培训机构。这就要求学校表
态之外，还需要做后续的跟进，在社会舆论慢慢抬头
之时，即应当及早发布通告，以正视听；在做重大决
策时，或是敏感时段，须与社会、家长、老师做好沟
通、解释工作。比如，向社会公布学校近几年已实行
的招生方案，用100%的政策透明度，站稳事实，谣言
便不攻自破。或是利用权威媒体、“校园开放日”等
途径，向社会澄清与前培训中心业务脱离关系，避免
公众不必要的猜想。

“占坑班”到底坑了谁？可以是社会，也可以
是家长，更可能是学校。“干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由于学校，尤其是名校，集中了大量优质教
育资源，常常易成为是非之所，只有依法治校，凡
事“走一步，看三步”，堵住种种利益窥伺者的不
良侵入，才能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金沙中学教师）

家长为什么愿意
相信“占坑班”

邱磊

日前，珠海金湾一小学因拟禁止学生带零食、
玩具、零花钱到学校引发热议。有家长和老师支
持，也有人反对，并质疑短信通知中“不定期检查
孩子书包”的说法涉嫌侵犯学生隐私。

对于这一“禁令”，有些家长表示可以理解，
但对禁止带零花钱的做法不认同。有些学生的家离
学校比较远，适当带些零花钱也是需要的。

从学校的角度来说，从源头上禁止学生带零
食、玩具、零花钱入校，并且为了令行禁止，还不
定期检查学生的书包或者班级的垃圾筒，毫无疑问
是方便了学校管理，但同时也反映出了学校管理中
的“学生立场”的缺失。

让学生不攀比，不购买不健康的零食和玩具，
这是学校要达到的目标，相信这个目标也是能得到
家长大力支持的。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禁止学生
带零花钱其实是学校管理的一种“懒政”。学校可
以完全换个思路，可通过对学生进行“不乱花零花
钱”的教育，开展“购买不健康的零食和玩具的危
害”的主题活动等进行。这样做就体现了教育味，
可以让学生在参与各类活动中获得成长。此外，学
校也可以和家长沟通，建议不要让孩子带过多的零
花钱到学校。这就远比冷冰冰地禁止学生带零花钱
进学校好多了。

更进一步说，现在培养孩子的财商越来越受到
重视，学校也应该有所作为。比如，针对性地开展
相关的教育，提高孩子的财商，而这恰恰是为学生
的终身成长服务。

学校为学生好的做法，要让学生和家长感到舒
服，这样学校才能更好地赢得家长和学生的支持。
学校管理多一点柔性的味道，多体现“学生立
场”，学校的教育自然也更有力量。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教师进修学校教师）

学校管理应有
“学生立场”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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