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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 近日
发布。报告指出，留学安全需要引起政
府、社会、家长以及留学生本人更大的
重视。根据中国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6 年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
为 54.45 万人。但是近些年来，随着留
学生群体的增大，频发的留学安全事件
也成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另一份报告 《2016 留学安全调查
报告》显示，出国前对留学目的国的文
化风俗、社会状况和法律等方面进行过
系统学习了解的学生，仅占 9.4%，在
发生校园枪击、恐怖袭击事件，或遭遇
抢劫、绑架时，明确知道该如何应对的
留学生只有 20%左右，34.5%的留学生
表示当遇到安全威胁时不知道如何应
对，56%的学生表示并没有掌握急救常
识。由此可见，留学生安全教育和培训
是多么急迫。

留学生安全问题频发有着多层面原
因。首先，国情不同，留学生所面临的
安全问题与国内是不一样的，在我国，
政府对枪支、毒品等有着严格的管制，
所以，人们可以比较少地考虑这个层面
的培训和安全教育，抢劫和绑架事件也
少，人们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其次，学
生的生活环境不同，在国内，各方面有
家长来照顾，或者提供安全参考，但在
国外，留学生们则只能依靠自己，生活
经验不足，遇到问题自然处理起来没有
经验；最后，受文化冲突等方面的影
响，留学生们面临着很多的生活难题和
心理安全问题，又加上在父母溺爱下长
大的孩子比较多，他们缺乏自我调节能
力和抗挫能力。

除了以上原因外，家长不重视安全
教育也是必须正视的问题。观察身边正
在忙着出国的学生，我们不难发现，家
长在准备孩子的出国事宜时，往往把精
力都花在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上，把
孩子出国留学当成了国内的高考，似乎
只要成绩达标，国外的学校提供了就学
机会，一切就搞定了。但现实是，国外
留学与在国内读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国外留学留的不仅是“学”，还
有生活、生存等各方面的问题。

正如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留学安全
需要引起政府、社会、家长以及留学生
本人更大的重视。在家长层面来说，对
是否要送孩子到国外留学要有早的打算
和准备，比如要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生
活能力，关注孩子的心理需求，提高他
们的自我排解能力和抗挫折的能力。另
一方面，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责任人，
应该对孩子进行留学前的安全教育培
训，毕竟，人身安全才是留学安全的首
要问题。在留学机构、学校等层面，教
育部门应该出台相关规定和细则，将留
学生出国前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度
化，让孩子们能够“羽翼丰满”地去留
学。对留学生而言，提升自我保护意识
是确保留学安全最重要的方面；应当与
父母、监护人、当地相关机构、中国驻
当地使领馆、学生会等保持密切联系，
并强化自己的防范意识、法律意识。

有专家建议，留学生要学会如何
“远离风险、智慧避险、紧急脱险”。实
际上，在国外什么地方和情况下是危险
的，怎么样才能紧急脱险，如何应对恐怖
袭击，该怎么紧急处理枪伤等，都属于安
全技能的层面，这些东西，如果不去专门
学习和培训，就难以掌握。应该意识到，
安全问题没有国界的分别。接受安全方
面的教育和培训，应该成为每一个留学
生出国前必须达标的“自考项目”。

(作者系职员)

留学要通过
安全教育“自考”

刘义杰

近日，厦门的一位老师在
班级群中“吐槽”，针对少数家
长希望老师每天留堂给孩子单独
辅导，该老师称：“要老师连家
庭都不要了，用生命给你的孩子
辅导吗？”这一略带情绪化的表
达，遭到一位家长的怒怼：“这
是一个为师的人在班级群里说的
话吗？”

听话听音，看人看心。如果
那位家长的发言重音是“班级
群”，那这位老师的确对公共环
境产生了某种搅扰，任何私人
化、针对性的问题，均不构成对
集体的单向指责或断然否定；而
如果发言人的逻辑重音是“为师
的人”，则就存在弦外之音了，
意即教师每天给孩子留堂辅导，

天经地义，有什么资格抱怨？
这样的声音可能不仅发自于

普通的家长，即使是老师、学校
的管理者，也不乏认同者，否则
就不会出现大规模补课、培训等
纷繁乱象了。长期以来，“起早
贪黑”几乎成了这一职业“合
格”的公共心理契约；至于“敬
业”的标准，差不多快到了有病
不医、有家不顾的“用生命去辅
导 ” 的 地 步 。 这 种 “ 职 业 伦
理”，足可媲美我国西周时期的
周公：当洗头或吃饭时，突然有
公务，立即握着湿漉漉的头发临
时加班，或吐出已入口的食物继
续履职。可就千千万万的普通教
师来说，他们不是“一饭三吐
哺”的周公，我们没有必要、也

不应该拿着几千年前的圣贤要求
他们。

但实际上，教师正以“无限
责任主体”的身份，或多或少承
担着这样的要求。很多人并未意
识到，教育事业和其他行当一
样，只是社会发展和进步中的一
个环节，有着自己的功能定位和
伦理范畴。这些边界和范畴，随
着社会、经济、法治的发展与健
全，日益清晰地勾勒出其独立性
和专业性。就职业边界来说，教
师有着量身定制的行业标准、工
作流程、绩效评定等，不是外界
可以随意评头论足的。孩子需不
需要“辅导”，辅导到什么程
度，一如病人该不该吃药，剂量
多少，均是专业范畴的问题，应

由教师自主定夺。即使从作业时
限看，由于不同的学科要求 （如
语文的晨读）、值班制度 （如晚
自修）、职能岗位 （如班主任）
的差异，“起早贪黑”也的确不
乏其人，且属于正常履职，但与

“周公吐哺”无关，更与家长所
谓的“每天留堂”无涉。反之，
教师到点下班，就如商铺打烊、
银行闭门一样，本无须多言，怎
么却成了家校关系紧张的着火
点？

除了职业边界，另一方面是
道德边界。教师行业有没有特殊
性？应该是有的，否则，中国的
文化传统中也没必要提出“天地
君亲师”的主张。老师在授业解
惑以外，更负有“传道”的重

担。从立德树人的终身性来看，
这一任务根植在孩子的德、智、
体、美等诸多层面的学业结构和
人格结构中，尤其从有类无教
和因材施教双方面看，教师也
须关注、解决教育对象的普适
性和特殊性的统一问题。集体
授课与差异化的“点对点”辅
导，本也是职业伦理的题中之
义。但家长或社会不应以“红
烛观”“人梯观”的道德绑架，
抬高整个行业门槛。要知道教
师也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
职业道德基于其职业性质、职
业 伦理定，孩子的学业发展、
人格塑造需要教师的“谆谆诱
导”“诲人不倦”，但也须受到工
作场域和基本条件的限制，绝不

是“无限连带责任”的承担者，
或是“义工”或“志愿者”的代
名词。

当然，抛开学业不论，就
教育立德树人的特殊性而言，
家长也不能将全部责任推给教
师，他们自己可能扮演着更为
重要的角色。简而言之，家长
和社会不能简单地以为老师是

“全职保姆”。厘清和尊重教师
的专业边界、道德边界，就是
尊重他们的职业理性和职业精
神。只有立足在这个基础上，
实施有效的家校联合，责任分
摊，孩子的成长之路才更为顺
畅、通达。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区金沙中学教师）

厘清边界才能做好家校联合
邱磊

《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暂
行办法》 第三十二条指出：落实
中小学校长负责制，保障学校办
学自主权，鼓励领导人员在实践
中大胆探索创新，形成教学特色
和办学风格。如何尽快形成学校
独特的办学风格，促进学校可持
续发展，我认为首先要从最根本
的管理抓起。

一是宁静致远。教育是沉潜
的事业，这就要求校长远离喧
嚣，静下心，深入学习，开阔视
野，提高管理水平。精心谋划、
设定目标，从师生角度出发，审
视我们的教育，反思我们的管
理，为学校发展指引好方向。

二是遵循路径。大道无疆，
方向为上。要想工作好，清晰的

思路很重要。需要做什么，怎么
做，做到什么样，都要心中有
数，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为此，校长必须充分认清明晰思
路的重要性，把复杂问题简单
化，把简单问题流程化，把流程
问题定量化，统筹兼顾，选择好
学校发展的路径才能使学校各项
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一路高歌、
一路猛进。

三是步步精心。世界现在已
经进入到一个精致化的时代，学
校也不例外。在如今特色学校、
优质学校你追我赶的大潮中，究

竟谁能笑到最后，文化传统、师
资力量占优还是学生素质占优？
不置可否，这些确实是制约学校
发展的因素，但最关键的是管理
的精细。精细化管理就是要求日
常管理要步步精心，每一个步骤
都要静心，每一个环节都要精
致，每一项工程都是精品。“大
礼不辞小让”“细节决定成败”，
这正是一个管理者实行精细化管
理的管理智慧。只有这样，才能
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博文
小学校长）

精细化管理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
孙敏

加强中小学校领导人员队伍建设笔谈
主办：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育报

近日，“惩罚告密者”的女
教师引发舆论关注。笔者关注
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媒体
所谓的“惩罚告密者”，其实是
有种曲解原意的味道。其实，
这件事的本身就是由一块巧克
力引发的同学纠纷。某一位同
学带巧克力来教室，因为这违
反了班级的不许带零食来教室
的规定，所以另一位同学向班
主任举报。就这件事情本身来
说，也扣不上告密这顶高帽。
而这件事还另有隐情，就是那
位举报者曾威胁那位带巧克力
的同学，如果不把巧克力给他
吃，他就向老师举报。那位举

报者“敲诈不成”，就向老师举
报 了 。 老 师 得 知 事 情 的 真 相
后，对那位举报者的“勒索”
行为很不满，就让那位带巧克
力的同学当着举报者的面，把
巧克力吃下去。

从这一简单的“巧克力事
件 ” 来 说 ， 这 位 教 师 并 不 是

“惩罚”所谓的告密行为，而是
对“敲诈行为”的惩处。应该
说，这位教师处理这件事的方
式，也体现了教育艺术。

如果事情到这一步，也算是
圆满地解决了。即便是这位老师
把这个案例记录下来，作为一种
成功的教育案例在相关的研讨会

上分享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位
同时身为微博大V的老师把这件
事情发在微博上。当然，如果媒
体不紧抓教师“惩罚告密者”这
个热点话题，这件事情也不会引
发过多的关注。

在媒体的报道下，这位教师
自然是赢得了好名声。但是，
犯错的学生和他的家长，则承
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个小
学生犯了个错，不仅被戴上了

“告密者”的高帽，还被全国网
民围观，这真的有点残忍。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位小学生
作为成长中的活生生的人，犯
错也很正常。即便是未成年人

犯了罪，相关法律也规定不公开
审判，媒体报道也要注意保护未
成年人的隐私。小学生犯个小
错，不能让他在火炉上烤呀。

我们常说，育人为本，以学
生为中心，但在为“惩治告密
者”叫好的舆论中，最忽视的还
是那个犯了小错的孩子的隐私。
从为学生更好成长的角度讲，这
件事只是班主任班级日常管理中
的一个小插曲，没有必要在媒体
上大书特书。但愿以后再有类似
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还是放过
孩子吧。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教科所教科员）

不要“围观”犯错的孩子
刘波

/ 来论 /

/ 一家之言 /

不久前，一份高校消费趋势榜单“出
炉”：过去一年，全国大学生“剁手”指
数攀升，来自在校生的订单已占17%。更
早之前的一份调查同样引人关注，“社交
与娱乐”和“形象消费”已成为大学生群
体消费的主要方向，超三成大学生曾入不
敷出，39%的被调查学生反映身边有人使
用过“校园贷”等。

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之变，与整个社会
的消费方式转变相呼应。物质高度丰富，
为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提供了足够的选
择空间。但也有人提醒：投资自身是明智
的，但如果过度透支现在，就变成给自己
挖坑了。有必要提醒一句，大学生超前消
费要适可而止。

超前消费
应适可而止

/ 漫话 /

王铎 绘

/ 快评 /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在
线学习类 APP 越来越红火，从
在线辅导到在线写作业，可谓应
有尽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
享受到这些软件提供的便利。然
而，这些学习类 APP 也引发了
新的烦恼：有的 APP 暗藏庸俗
段子等不良内容，有的 APP 变
成了学生“交友”聚集区和变相
游戏室，还有的存在强制消费、
诱导消费的嫌疑。许多家长为此
烦恼，有专家认为，APP藏污纳
垢，暴露了监管上的问题，学习
教育类 APP 应当对内容发布进

行严格审核。
在线学习类 APP 变成社交

社区，包含过多与学习教育无关
的功能与内容，无异于“买一送
一”，但这种“买一送一”，只是
开发运营者吸引未成年人消费和
保持用户活跃度的运营手段，不
仅不是正常的让利，而且可能成
为青少年的精神鸦片。对此，应
该对 APP 用户内容发布作出相
应限制，用规范运营确保在线学
习在有效监管下运行，不让“买
一送一”的不良内容毁了在线教
育。

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移
动互联网的普及，让学习教育产
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从单纯的书
本知识到多媒体应用，从学校单
一来源到更丰富的学习教育渠
道，从单向的老师—学生灌输式
教育到多向多维度的学习教育方
式，教育手段和方式方法的丰

富，让人们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选
择。但是，由于移动互联网本身
的特性，运营者必然要寻求使用
者的在线数据，以便提高 APP
用户活跃度，让 APP 得到更好
的数据评价。于是，在线学习教
育类 APP 的开发者，就根据使
用者大多为青少年的特性，开发
出一些附加功能，如打着兴趣学
习旗号的游戏、打着兴趣交流旗
号的社区等。通过强化这些功
能，强化并绑定了未成年人的相
关兴趣，让学习教育变成了交友
打游戏的过程。而由于要减少未
成年人对内容审核的反感，存在
把关不严的问题，导致内容发布

失控，造成大量不良信息进入，
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影响。

今年 7 月 1 日，工信部实施
《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和
分发管理暂行规定》，规定了手
机 APP 禁入条件，明确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提供淫秽、
色情等法律所禁止的手机应用。
但是，学习软件本身并不提供法
律所禁止的内容，而是用户提供
产生了不良信息，前端程序的

“拦截”在此失去了效果。这就
涉及更加细化的准入标准和过程
监管的问题了。

首 先 是 前 端 的 准 入 “ 拦
截”，确保软件的基本质量没问

题。学习教育涉及文明的传承和
知识传播，对提供相关服务的企
业和机构应当有一定的资质条
件。一些 APP 内容多靠拷贝，
没有相关专业人员进行审核把
关，提供的学习教育内容存在许
多错漏。相关部门应当对学习教
育类 APP 的容错率、纠错程序
等内容进行规范，使上线运行的
学习教育 APP 具备基本的质量
要求，防止粗制滥造的劣质学习
教育软件上线。

其次，对 APP 的扩展功能进
行限定。在新的信息技术条件
下，开发一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的小程序是教育方式和教学技术
的突破，但应当得到有效的限制，
让 APP 扩展功能紧扣学习教育
主题和 APP 内容主题，禁止与学
习教育无关的功能被嵌入其中，
甚至让扩展功能的使用超过了
APP学习教育内容本身。游戏与

社区都应当紧扣主题并适度。
此外，应当对学习教育类软

件开发运营者的审核责任进行明
确。学习教育类 APP 的交流社
区和跟帖评论板块，要有比普通
APP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绝不允
许出现涉黄涉暴内容，甚至应禁止
发布与学习交流无关的话题。

当然，无论是前端的“拦
截”、扩展功能的限定，还是对
开发运营者资质、运营者和网络
平台责任的明确，最终都需要公
安、文化、教育、网信、工信等
部门对学习教育类软件开发运营
进行细化的标准制定，更离不开
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通过更细
的规范和更严格的监管，杜绝学
习教育 APP 的不良内容和不当
功能，还未成年人一个纯粹的学
习空间，也给学习教育类 APP
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警惕“买一送一”毁了在线教育
廖德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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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对APP用户内容发布作出相应限制，用规范
运营确保在线学习在有效监管下运行，不让“买一送
一”的不良内容毁了在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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