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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控辍保学目标要精准发力
廖德凯

今日
评

锐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提高
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要
求进一步防控义务教育学生失
学辍学，确保实现到 2020 年全
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的目标，切实保障适龄儿
童少年依法接受义务教育。《通
知》 强调，要加强控辍保学监
测，完善控辍保学督导机制和
考核问责机制，将义务教育控
辍保学工作纳入地方各级政府
考核体系。
《通知》 将辍学的主要原因

归为三类，并提出了具体的措
施：一是提高质量控辍，避免
因学习困难或厌学而辍学；二
是落实扶贫控辍，避免因贫失
学辍学；三是强化保障控辍，
避免因上学远上学难而辍学。
由于“三避免”对目前义务教
育阶段的辍学原因有着精准的
归纳总结，提质、扶贫、保障
三措施自然就有了很强针对
性。而各地甚至各学校在 《通
知》 的指导下，应当更加深入
地分析本地本学区辍学原因，
用更加精准的措施对症下药，
确保目标落实。
事实上，在辍学情况较为
严重的地区，往往这三个原因
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只是表现
形式不同，必须找到本地本学
区的具体问题，才能有针对性
地制定落实措施。比如因上学
远上学难而辍学的情况，可能

落实控辍保学目标，不仅是对国务院
《通知》的贯彻，更重要的是对教育公平承诺
的践行。

履行义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 别情况从提升教育质量、加强
责，补短板、控底线，完善行 师德师风建设、丰富农村学校
政督促复学机制，建立义务教 教育方式等方面，有侧重地抓
育入学联控联保工作机制。用 好落实；在解决因贫失学辍学
人单位不得违法招用未满 16 周 的问题时，要与当地精准扶贫
岁的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 政策措施进行对接，做好兜底
是区域性的上学远问题，也可 辍学，还是因上学远上学难而 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送适龄儿 保障，保证适龄儿童不因贫失
能是个体性或者部分群体的上 辍学，都可能同时存在“读书 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 学辍学；在解决因上学远上学
学远问题；可能是学校基础设 无用”“打工挣钱养家”等社会 务教育；学校要建立和完善相关 难而辍学的问题时，除了按照
施无法承载更多的学生上学， 氛围的影响。而在边远贫困地 制度，配合做好劝返复学工作。 《通知》 所列措施进行落实外，
也可能是因为教师不足、临聘 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由于 这些要求和提出的措施，均说明 还要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
教师能力水平有限无法承担相 家庭经济压力，孩子可能很小 了抓好控辍保学是一个系统工 农民工务工潮实际，拿出真正
应教学任务；可能是教学点的 就要承担家庭的部分责任，到 程，绝非可以一劳永逸。近日四 有爱心和管用的机制，保障随
设置不太科学，也可能是当地 了一定年龄就将成为家庭的顶 川凉山“格斗孤儿”事件得到圆 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需求。
教育部门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入 梁柱。许多负面因素的综合， 满解决，辍学的适龄儿童得以回
落实控辍保学目标，不仅
学条件太苛刻。相对来说，因 使得辍学现象一直无法彻底根 归课堂，也正说明了各方联动对 仅 是 对 国 务 院 《通 知》 的 贯
贫辍学失学的情况就比较简单 治。更加准确细致地分析研究 控辍的重要作用。
彻，更重要的是对教育公平承
在精准摸清本地本学区辍 诺的践行。《通知》 目标明确、
一些，根据当地精准扶贫摸底 本地本学区的辍学情况，才能
学原因的基础上，各地自当按 措 施 具 体 ， 各 地 如 何 进 行 落
调查就可以知道贫困的原因所 为系统解决问题打开思路。
在。
《通知》 对坚持依法控辍、 照 《通知》 要求，制定有效措 实，既显对政令的执行力，更
一般来说，无论是因贫失 建立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作 施加以解决。在解决因学习困 见对群众的公仆心。
学辍学、因学习困难或厌学而 了重要安排。比如要求政府要 难或厌学而辍学的问题时，分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 漫话 /

给书包“减减肥”

石向阳 绘

新学期开始了，孩子们每天又要背着书包
去上学。9 月 1 日开学第一天，《现代快报》 记
者拎着弹簧秤，给南京三所小学学生的书包称
了下“体重”，发现 35 个书包中有 11 个重量
超过 5 千克。此外，五六年级学生的书包最
沉，平均重 5.3 千克。专家表示，如果长时间
单肩背重物，可能导致脊柱侧弯，矫正起来十
分麻烦。
有关人员建议，家长也可以动脑筋给孩子
“减负”
。孩子可以把当天家庭作业中用不到的
课本、练习册、美术用品等放在教室后的储物
柜里。

/ 快评 /

校长亲笔信透着温情和善意
郭立场
如果校长能够用爱心
的力量去感化人、帮助人、
影响人，那么他就一定会成
为一个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和感召力的好校长。

2017 年暑假，沈博瑞以 525
分的高考成绩如愿接到烟台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却因家庭困
难有了放弃读书的想法。得知
沈博瑞的遭遇后，烟台大学校
长郭善利专门为沈博瑞写了一
封亲笔信。沈博瑞红着眼睛读
完烟台大学校长郭善利的亲笔
信后，当即承诺：“我一定会按

时报到！”（《中国青年报》 9
月 5 日）
校长的亲笔信透着温暖，
折射出大学的温情和善意，这
既是一种厚重的人文关怀，也
是一种无私的人间大爱。通
常，学校没有帮助贫困生家庭
脱贫的任务，但力所能及地主
动帮助贫困生，为其提供助学
岗位、助学金、临时困难补助
等帮扶举措，却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学校教育不仅要为学生
成长担负起教育之责，而且要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必要
保障，让更多寒门学子上得起
大学，进而让人人受到良好的
教育，实现“面向全体，不失

一生，让每一个学生发光”。
校长被称为学生的“首席
导师”，可以说，一所成功大学
诞生的背后必然有一位有温情
的校长，盖因“有优质的校
长，才会有优质的学校”。如果
校长能够用爱心的力量去感化
人、帮助人、影响人，那么他
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
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好校长。笔
者以为，检验一所大学是否有
良知，不是看其如何对待权贵
和富豪，也不是看其如何对待
大师，甚至也不是看其如何对
待学术，而是看它如何对待自
己的学生。郭善利校长的亲笔
信，无论其高调或低调，都不

失为一个优秀校长的作风和气
派，理应为其鼓与呼。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
，教
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
石，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
的期盼。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不
是简单地灌输知识，而是点燃人
心智的火焰，激发学生积极主动
地向上向善。作为教书育人重
地，大学应以服务学生为第一要
务，
发自内心地尊重爱护学生，
全
力为学生营造一个优雅、从容的
学习环境，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且有尊严。
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得到
各级组织的关爱，能拥有一个温
暖的家园，能切实感受到温情和

善意，
无论社会竞争如何残酷，
无
论当下生活如何困顿，都不会磨
灭他们奋斗的信仰和意志。
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
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
来和家庭的期待。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不是一个抽象的群体，
而是由一个个鲜活的学生个体
组成，有着独特的家庭结构 、
个性特征和多样需求。关爱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不能“一刀
切”，而应该在“精准”上下更
多功夫。近年来，无论是政府
的帮扶政策，还是社会的公益
活动，抑或个人的慈善救助，
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形式
越来越多样，基本实现了全覆

盖，但真正做到精准到人、精
准分配、精准识别等精准帮扶
仍然任重道远。
有的地方，满足于“节日
性”问候，缺少常态化帮扶；有
的满足于“运动式”帮扶，缺少持
续关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和帮
扶，问题并非出在政策和资源的
不足上，而是当下的救助结构和
帮扶意识形式感太强，缺少真正
融入学生内心世界的温情和善
意。烟台大学校长的作为，足见
其真诚和坦诚，最终也容易打动
人心。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范学院
教师）

顾骏
实更大的问题在于，共享之前，
应该先对资源的产权做一个明
晰的界定，搞清楚是否可以拿来
共享。
比如，学生搞个篮球共享，
总让人感觉怪怪的，好像现在的
大学经费紧张到连篮球也给学
生买不起。学生打篮球毕竟还
随着来自校园的共享单车 是小事，但如果宿舍也拿出来给
走红，校园内更多资源也先后走 游客共享，甚至会议室、体育场、
向“共享”，诸如体育场上的篮 实验设备都可以面向社会开放，
球、球场边上的储物柜、宿舍里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在公立学校，所有这些资源
的洗衣机甚至宿舍本身纷纷被
拿去“共享”。舆论对此有争议， 的产权归属国家，既不是学校的
争议点聚焦于这些“共享物品” 私产，也不是校外企业的投资，
是否只是传统租赁业打着共享 更不是学生入学时携带而来，现
名义复活，蹭社会热点而已。其 在戴上“创新”的帽子，就不分公

观

私，
统统拿来共享，
恐怕不妥。
公立学校作为非营利机构，
不可以随便利用国家资源，开展
经营性活动。因为一旦放开限
制，受人的逐利本性驱使，经营
者很可能会在其他时间也千方
百计创造“闲置条件”，以便获得
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经济效益。
如果无论个人或者学校都
不赚钱，免费提供给公众使用，
那有没有问题？一个正常的社
会在福利性待遇上必定是设有
门槛的，不会随便在“服务公众”
的名义下，任意扩大公共福利的
覆盖范围，更不会在旅游等应
该由市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上，搞免费或抵偿的“共享”。

至于把学校厨房等也拿出
来共享，由着学生从家里带着
食材进校园，“分时租赁”，锻
炼厨艺，则不但纯属多余，还
极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今日
大学生中有愿望也有能力炒几
个菜的，尽可在寒暑假期间，为
父母分忧代劳，负责起全家人的
一日三餐，这种劳动态度和自立
精神，学校表扬一下，也是可以
的。但在家里不做饭，却到学校
食堂里做，难道不怕不净食材进
校园，自己吃坏了肠胃不说，学
校还被食监部门行政处罚？吃
外卖出问题，学校尚且需要承担
疏于管理的责任，而要是出自食
堂，不管谁做的，学校恐怕都难

脱干系。
今天不少大学在教学改革
和科研创新上仍有待破局，亟
须下功夫的地方很多，在一些
细枝末节上下功夫，虽然并非
毫无意义，但意义相当有限。
年轻学生爱折腾也就罢了，如
果大学本身盲目追随社会潮
流，看到社会上什么热就跟着
跑，未免显得缺乏定力和坚
守。市场上可以有种种新东
西，企业提出前所未有的创
意，也是好事，但不加分辨 、
不作区别地引入高等学府，未
必值得嘉许。更何况，当今社
会比较浮躁，不少“共享物
品”不过是投资泡沫中资本的

/ 一家之言/

学生不爱锻炼
高校要当好“教练”
李小伟

进入 9 月，各高校迎来开学季，一批
批新生踏入大学校园，为高校增添了新的
活力。但调查表明，迈入大学后，“大学
四年越睡越晚”成为大学生的通病，而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这些现代都市人
的通病，也深刻影响着象牙塔里的大学
生。调查表明，半数以上大学生经常熬
夜，而熬夜的主要原因是玩手机，甚至有
三成大学生熬夜是由于“熬夜久了睡不
着”
。( 《齐鲁晚报》 9 月 5 日)
2015 年全国学生体质监测显示：中
小学生连续 30 年体质下降的问题得到遏
制并出现上升趋势，然而大学生体质依然
整体持续下降。平心而论，导致大学生身
体素质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一些
学生确实自己不重视体育锻炼，但高校对
学生的督促管理不够也是事实。有的高校
从校领导到普通教师都没有把学生健康摆
到应有的位置加以重视，不少学校还取消
了出早操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等具体工作敷衍了事，同时，
轻视对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教育；
有限的校园体育活动、竞赛往往只面对少
数学生。
大学生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永续发
展。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了 《普通高等学
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指导纲要》 既是
加强高校健康教育、提升大学生健康素
养、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
《“ 健 康 中 国 2030” 规 划 纲 要》、 建 设
“健康中国”
、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
的重要内容，广大高校必须认真贯彻落
实。
要帮助大学生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高校还需要在创新上下功夫。在当前高校
学生管理普遍偏软的现状下，清华大学日
前却再提“强制体育”，并提出“育人至
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的体育教育观和
“无体育、不清华”的口号，值得效仿。
南开大学今年以学校的名义向体质测试达
标的学生颁发证书，与此同时，还制定了
“体质测试成绩与评奖、评优挂钩”
“体质
健康记录”和“‘体魄强健毕业生’称
号”三项政策。
针对大学生体质下降和生活不自律状
况，安徽省合肥学院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学生大学四年体育方面必须通过三项考核
方能毕业，一是体育俱乐部课程考核合
格；二是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三是学
校特色体育项目达标。近年来，该校通过
开设丰富多彩的体育俱乐部课程，最大限
度地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对体育运动项目学
习和运动参与的需求。同时，严格执行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除符合免于测
试条件的学生外，对所有学生都严格执行
不合格不准毕业的规定，使该校学生体质
健康合格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此
外，该校还规定所有学生大学四年必须累
计完成十几个“马拉松”，否则不准予毕
业，通过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对校园长跑运
动进行有效管理等手段，使全体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迈上了新台阶。
当今世界，加强学校体育是世界各国
的一致行动。学校体育不仅仅是身体运
动，还是生活方式、教育手段、精神载
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希望中国的
高校“跳出学校体育看学校体育，立足全
局抓学校体育”，为培养身心两健的社会
主义接班人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本报记者）

征

校园“共享”
不能沦为噱头
教育
察

星期四

狂欢。承担着文化传承、知识
创新和教书育人等重任的大
学，应该把自己的本行搞好，
多 出 人 才 和 科 研 成 果 ；“ 共
享”的噱头多些少些，真不会
给大学、给国家、给学生带来
多大的实质性影响。
有人说，体育场上，要是
篮球不够，就多买几个，管理
人手不够，就雇几个人，准保
比“共享”效果好，还省钱。
话虽调侃，但也不是毫无道理。
反过来，如果应该由学校提供给
学生的，都让企业进校园代替
了，给大学的财政拨款是否也可
以酌情削减？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稿

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在
你面前，你没有及时写评论，等到事过
了才后悔莫及。怎样才能让这样的遗
憾不再发生？如果我是你，我会拿起笔
或敲下键盘，
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事
件发表意见，欢迎你对身边的教育现象
说说看法，欢迎你对评论版刊发的文章
展开争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话
题有关痛痒，语言干净利落，立场鲜明
坚定，逻辑严谨缜密，有锐气，有温度，
接地气。
我们只有两个小要求：短文，字数
在 1000 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投。
好文章一经采用，奉上优厚稿酬。您
可 以 通 过 邮 箱（jybpinglun@vip.163.
com）给我们投稿，
或者登录中国教育报
刊社蒲公英评论网络互动平台（pgy.
voice.edu.cn），申请开通个人工作室，
直接将您的稿件发布在个人工作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