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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柴葳） 3 月 1
日，2017 年教育系统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视频会议在京召开。教育
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出席会
议并讲话。教育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长沈晓明主持会议。教育部
党组成员、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
检组组长王立英总结了2016年教
育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并对 2017 年工作提出了要
求。

陈 宝 生 指 出 ， 全 面 从 严 治
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
的十八大以来，教育系统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牢牢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
鼻子，牢牢抓住理想信念这个总
开关，牢牢抓住作风建设这个关
键环节，牢牢抓住纪律和规矩这
个根本标尺，牢牢抓住惩治这个
撒手锏，把全面从严治党贯彻到
教育改革发展各方面，教育系统
党风政风明显改善，反腐败斗争
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

陈宝生强调，教育系统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讲政
治，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保持战
略定力，继续把教育系统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引向深入，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一是强化责任担当，坚定不
移推进 《准则》《条例》 在教育系
统落地生根。要坚持党的领导，
抓好思想教育，严格党的组织生
活，健全党内监督体系，以思想
到位促落实，以行动对标促落
实，不折不扣执行 《准则》《条
例》。二是坚持标本兼治，坚定不
移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系统政治
生态。要坚持治标不松劲，织密
约束权力的制度篱笆，加强党内
政治文化建设，从惩治和威慑、
制约和监督、教育和引导等方面
综合发力，不断净化教育系统政
治生态。三是把握正确导向，坚
定不移做好教育系统用人选任工
作。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

好干部标准，坚持选人用人程
序，严肃惩处选人用人不正之
风，选好配强领导干部和领导班
子。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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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北 京 3 月 2 日 讯 （记
者 万玉凤） 记者今天从教育部
获悉，2016 年，在享受连片特困
地区政策的 22 个省份 708 个县
中，有 684 个县实施乡村教师生
活补助，覆盖率达到 96.6%，比
上年提高 14.6 个百分点。受益学
校共 8.1 万所、乡村教师 129.5 万
人，分别比去年增加 1.4 万所和
34.6万人。

教育部通过采取加强宣传、
实地调研、开展督查、下发通报
等多种措施，着力推动地方加大
投入，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施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除基本实现连
片特困县全覆盖外，实施范围逐
步扩大，补助标准不断提高，乡
村教师职业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教 育 部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
2016 年，各地共投入补助资金

44.3 亿元，比上年增加 9.9 亿元，
增幅 28.8%。中央核拨奖补资金
29.8 亿元，比上年增加 7 亿元。
人均补助标准为 284 元，比 2015
年增加 22 元。有连片特困县的
22 个省份中，有 18 个省份提高
了补助标准，其中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宁夏、四川、青海、湖南
等地人均补助标准较高，如四川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补助标
准，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最高
达到 2000 元；宁夏按照山区 500
元、其他地区 300 元执行；吉林
按照自然村屯 500 元、乡镇 300
元标准执行；青海按照艰苦边远
程度分为550元、450元、350元
3 个档次；湖南分为 700 元、500
元、300 元 3 个档次，注重向村
小、教学点和艰苦边远地区倾
斜。 （下转第三版）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连片
特困县覆盖率达96.6%

比上年提高14.6个百分点

◀3 月2 日，由浙江卫视
组织的学生记者团进入北京
会议中心采访，记者团指导
教师在接受媒体采访。

▼浙江省杭州市拱宸桥
小学五年级 （1） 班学生陈
怡彤 （左）、海宁市上海外
国语大学附属浙江宏达学校
五年级 （5） 班学生吴卓予
作为浙江卫视学生记者采访
两会。

本报记者 张滢 摄

小记者跑两会

中国教育报：
提笔给教育人自己的报纸写

信，本该分享教书育人的快感和
幸福，但相信现在不只是我，不
少校长都感到校长难做，因为学
校教育“不纯粹”，校长很难安
下心来办教育。

在我们校长头上，有一把达
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一剑穿
顶！这把剑就是校园安全事故。
一所学校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
人，特别是小学发生校园安全事
故，学校自然难辞管理制度不健
全、管理不到位之咎，但近年来
校园安全事故被社会无限放大渐
成趋势，家长纠缠不放，教育行
政部门给予一票否决。现在学校
对学生安全问题过于紧张，校长
和局长、老师和校长都要签订

“生死状”，甚至有些学校还和家
长签订“生死状”，一些中小学
甚至因此停止了田径运动会、春
秋游活动等正常校内外活动，老
师一下课就要冲到自己的课间、
课后安全“包干区”，有时连上

厕所、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对于学校安全管理边界的模

糊和无限延伸，我十分无奈。一
旦学生出现安全事故，不管校内
校外，学校都要承担责任。尽全
力保护好学生安全是学校应尽的
责任和义务，但一旦发生安全事
故，能不能在法律框架内解决问
题、公平公正保障各方合法权
益？不久前，我们学校遇到过一
位家长酒后到学校无理取闹，导
致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无法得到保
障。这类事件让学校如履薄冰、
不堪重负。

事实上，不只校园安全，学
校发展过程中，很多事情因为家
庭、社会舆论的过度或不当参
与，亦或是家庭、社会的责任缺
位，让学校很难安心按教育教学
规律做事。

一方面，家长角色的错位和
越位让学校教育无所适从。不少
家长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家长，
没有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学生成长
的重要影响，既缺乏参与学校教

育的意识，把孩子的教育责任一股
脑儿全推给学校，又习惯于完全站
在个人立场理解学校教育，稍不如
意便横加指责、错位干预。另一方
面，社会、舆论的干预也让学校不
胜其扰，很多职能部门经常把很多
非教育领域的事务性工作推进校
园。在舆论中，对学校办学更是
谁都可以品头论足、指指点点。
一种新的办学理念、一种创新性
的教学实验想要落地，都得顶住
排山倒海贴标签式批评指责，才
能走上正途，难度之大，可想而
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
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因家庭教
育异化、学校教育神化、社会教
育弱化而带来三者间的矛盾与边
界冲突，越来越成为困扰学校教
育的一大症结。如何让家庭、学
校、社会三者真正实现互补、共
赢、共生，而不是相互冲突、撕
裂，是不少一线教育管理者在新
学期的老困惑。

■广东某小学校长

一位小学校长的困惑

点题的话
您关心什么？希望代表

委员替您发声吗？您来点
题，我们把您的心声捎给两
会。今天起，本报特开设

“两会点题”栏目，连通会
内会外，点解读者关注。

今天刊发的是一位小学
校长的来信，反映其办学过
程中遭遇的家庭、学校、社
会责任边界不清带来的困
惑。这些困惑或许是教育工
作者面临的共同困惑。我们
将会把这封信带到两会上，
请代表委员广泛讨论、建言
献策。

社会学校家庭
的教育责任

两会两会点题点题

两会导读两会导读

两会聚焦两会聚焦

3 月 1 日在京举行的 2017 学
生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大会新闻说
明会上，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江
苏省常州高级中学、浙江省镇海
中学的 24 名学生分别调研，联合
提出的《关于完善现有校园欺凌
预防和处理体系的提案》，将和去
年8月选出的第三届“全国青少年
模拟政协活动”其他5份最佳提案
一起，经由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至
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会议。

“校园欺凌中没有旁观者，
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我们都是校
园欺凌的受害者。”参与调研的
人大附中高二人文实验班学生安
子瑜说。当校园欺凌事件的影响
逐渐从校园扩大到更广阔的舆论
中时，校园欺凌治理如何破题也
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议题。

学生视野中的校园
欺凌关注度

在百度搜索去年底以自媒体
发端并持续发酵的北京某小学校

园欺凌事件，瞬间跳出 31 万多个
搜索结果。公开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15 年，媒体曝光的校园欺
凌、暴力事件共43起，发生地覆盖
大型城市到欠发达地区。

24 名学生调研之时，面对的
就是这样一个热度颇高的“校园
欺凌”舆论场。为了广泛了解学
校、家庭和社会各界对校园欺凌
的认知，近一年时间里，学生们
利用课余时间共发放 924 份现场
及网络调查问卷，收集了近两万
条数据，还实地调研了北京市海
淀区人民法院、常州市教育局
等。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
因为社会关注度高且与学生息息
相关。”安子瑜说，针对调研中
发现的问题，提案建议从法律层
面，由教育、司法、公安多部门
联合成立专门的校园欺凌委员
会，制定反校园欺凌法；在学校
层面，将校园欺凌的专项治理常
态化、推行“法制副校长”制
度、在教材和教师培训中增加相
关知识；在社会层面，完善警校
联动制度、净化网络环境、加强
家庭教育等。

实践中，国家层面构建防治

校园欺凌法律和制度轨道的脚步
从未停歇。2016 年 4 月，国务院
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
发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
的通知》，提出要对全国中小学
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6 月，
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要坚
决遏制校园暴力这种漠视人的尊
严与生命的行为；11 月，教育部
联合中央综治办等九部门印发了

《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的
指导意见》。

“目前校园欺凌已成为频发
的世界性社会问题，就更需要学
校、家庭、社会各界以更为积极
的态度承担起预防校园欺凌的责
任。”安子瑜说。“这份提案选题
好，回应社会关切。”作为该提
案对接人，在全国政协委员、北
京市政协副秘书长、致公党北京
市委专职副主委谢朝华看来，校
园欺凌是目前社会、学校关注的
重点，因为“安全有序的校园环
境对学生学习、学校正常教学意
义重大”。

治理难题映射法制
治理“缺口”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陈女士

最近就因儿子班上的一次意外事
件而困扰不已。一次课间，陈女
士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正在操场
上玩耍，班上一个高个儿男生突
然从背后圈住孩子，使劲一勒，
孩子瞬间呼吸困难。接到班主任
电话的陈女士赶紧带儿子去医
院，胸片显示肺部有阴影，医生
建议半个月不能做任何运动。一
打听，原来肇事孩子几乎每天都
会攻击班上一两名同学。

虽然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和班
主任达成高度一致，但肇事孩子
家长的不配合让陈女士感到特别
迷茫：这个孩子的行为构不构成
校园欺凌？产生的后果该如何担
责？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通报的
情况显示，2016年，全国检察机
关依法受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校园
涉嫌欺凌和暴力犯罪案件 1988
人，经审查批准逮捕 1180 人。
据最高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
室主任张志杰介绍，从检察机关
办理的案件情况来看，校园欺凌
和暴力行为中，伤害类和侵财类
案件所占比重较大，中学生在涉
罪未成年人中占比较高，恃强凌
弱现象较为突出。

事实上，从全国范围来看，
校园欺凌事件在中小学学生安全
事故中所占的比例不高，且发生
数量没有明显上升趋势，但其产
生的负面影响显然不容忽视。实
践中，在 《刑法》 和 《未成年人
保护法》 之外，边界不清晰、责
权不明确等现实因素仍为以法
治手段治理校园欺凌留下了缺
口。

“学生、家长、学校管理者
角色不同，相关法律在执行过程
中针对个案该如何运用，如何在
现有的法制框架内解决具体问
题，对校园欺凌事件的三方都是
考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
育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吴霓
说。

“对校园暴力犯罪加大打击
力度的同时，要建立健全相关机
制，强化社会管理，推动家庭、
学校、社会的资源整合，形成合
力 ， 破 解 难 题 。” 全 国 政 协 委
员、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朱晓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只有学
校、家庭和社区各司其职，加强
联动协作，多方治理，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下转第三版）

校园欺凌治理如何破题?
本报记者 柴葳 董鲁皖龙 王强 施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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