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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向而行共育良好家校关系
杨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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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一个月来，家校关系矛盾
频频爆出，成为了公众关心的焦点
话题。
福建一名家长向老师晒出了
“家谱”——一长串官名，
“ 麻烦”老
师对自己的孩子多
“费心”
。聊天截
图曝光后，
舆论哗然，
连当地纪委也
表态介入调查此事，这名母亲也成
为了又一个“坑夫”代表。通过“报
官名”的方式让老师多照顾自己的
孩子，既有利诱的成分，多照顾我
家孩子，可以给你提供很多便利，
也有胁迫的味道在里面，如果不按
照我说的去办，我也能给你穿小

鞋。在拥有众多官场资源的家长这
边，教师似乎成为了弱势的一方。
正常的家校关系应该是双方地位
平等、互相理解、相互支持，共同为
孩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家校关
系出现扭曲，部分源于教育焦虑弥
漫，家长过度关注孩子的学习，过度
关注老师对自家孩子的态度，将孩子
的成长过程当作一种无休止的竞赛，
以至于或者试图以权压人，或者希望
以利诱人，难以用平常心与教师进行
沟通。
家校关系中，不管力量的天平往
哪边倾斜都不正常。有些家长遇到问
题时过于强势，甚至失去了理性。一
些基层教师表示，日常教学过程中，
老师对孩子说一个“不”字，个别家
长的反应比孩子更强烈。在文体活动
中，如发现自己的孩子未能登台，有
的家长就要求班主任给个说法。这些
现象虽属个案，但的确给学校日常教
学增添了额外工作。然而，有些时

候，家长又是弱势的一方。比如，一
名小学生爸爸深夜在微信群中责问老
师布置了太多的作业，老师都已经睡
了，闺女还在写作业。“挑事儿”的
家长直接被老师踢出群，还留下一
句：“这位家长已经被请出去了，还
有哪个想出去的？”老师以这样一种
盛气凌人、不容冒犯的态度对待家长
的质疑显然不恰当，就算孩子家长言
语有所冒犯，随意踢人不应当。更何
况，给孩子布置半夜都做不完的作
业，也有悖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保障中小学生足够睡眠的要求。
家长的弱势还体现在经常被学校
要求承担超出其职责范围的教育责
任。日前，天津一所小学要求家长们
到校门口轮流执勤引发了家长们的质
疑和网友热议。其实，现实中家长在
校门口执勤的现象很常见，尤其在小
学阶段更为普遍。然而，这些工作明
显超出了家长的能力和职责范围，并
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够放下工作，随

时参与到所谓的学校管理中来。
一些学校经常邀请家长“自愿”
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包括校外执勤、
班级值日、卫生打扫等。很多家长对
此有苦不能言，还必须表现得很积
极。所谓的“自愿”，其实由不得家
长们拒绝。在很多情况下，家长参与
得越多，孩子也许就越受老师关注。
进入学校之后，家长们对优质教育资
源的竞争并没有结束，而老师的态
度、关注度也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所
以很多家长不得不化身“戏精”，在
家校交往中“花式求关注”。
近来，家校关系还呈现出一些新
状况。《半月谈》 报道，随着家长对
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提到了空前的高
度，“80 后”的新生代家长把教育理
论武装到了牙齿，家长与老师的较
劲，成为了家校关系的新形势。可
见，社会心态、教育政策等的变动，
都会给家校关系带来新挑战。为此，
家长和学校都必须做好相应的准备，

而不是刻舟求剑，继续沿用过去的家
校沟通模式。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家校矛
盾，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很多地
方的家校关系出了问题：缺乏信任、
脆弱不堪。以至于只要网络上爆出相
关家校矛盾事件，家长就纷纷化身网
友吐槽自己的遭遇。一件家校关系的
小事，也能酿成一个重大教育舆情。
家校关系脆弱，最终伤害的是孩
子，破坏的是教育生态。避免家校矛
盾影响孩子健康成长、扭曲教育生
态，亟须理顺家校关系。首先要求教
师遵守职业道德，以博爱之心对所有
学生一视同仁，用平等之心与家长进
行沟通，消除家长的顾虑。学校也应
谨守家校关系的边界，避免让家长承
担无限教育责任。同时，家长也要尊
重、体谅和配合教师。家长和学校、
教师在平等、互信且责任边界明晰的
基础上同向而行，方能培育出良好的
家校关系，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

书面作业减少
家长要淡定

王铎
绘

《武汉晚报》 报道,本学期开学前，教育
部、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小学一二年
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记者走访了解到，开
学近一个月，小学一二年级的书面家庭作业量
的确大幅度下降，但家长却不淡定了，“作业
都没有，还谈什么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呢？”有
家长组团找学校负责人“讨说法”，有的组建
校际家长群，自行给孩子布置作业，可谓各施
奇招。
专家表示：一二年级是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的关键节点。但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是靠大量书
面作业来“塑造”的，布置作业需要“少而
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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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学者能进能出如何实现
退出机制发挥作用关键看执行
右舍”进行数字对比。在硝烟弥漫
的“抢人大战”中，一些高校对长江
学者更是动辄开出高额年薪和房
补。这些高校看中的究竟是长江
学者的学术能力还是“帽子”本身，
只有高校自己清楚了。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要确保
《实施办法》发挥有效作用，还要推
进更深层次的人才评价机制改革，
坚决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
唯“帽子”等不良倾向。只有做到
这一点，戴在“长江学者”头上的紧
箍咒才能真正起作用。
（作者丁建庭，原载 《南方日
报》，有删节）

新规突出了立德树人导向
“长江学者”将有新规约束。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始于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部近日发布
1998 年，今年正好实施 20 年整。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
这么多年来，已有数千人被授予
法》，对长江学者的基本条件、岗
“长江学者”或“青年长江学者”
位职责等进行明确，并提出建立
称号，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高层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退出机制。 次人才，贡献卓著，不容抹杀。
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师德和学
不过，近期以来，“长江学者”曝
术道德情节严重等情形的，予以
光度颇高，却是与各种性骚扰丑
强制退出。
闻、学术不端事件联系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部人事
根据有关办法，包括“长江
司负责人强调，政治标准和师德
学者”和“青年长江学者”在
师风作为“长江学者”的首要条
内，每年被授予称号的也不过 500
件，是不容触碰的底线和红线。 人，具有很高含金量。被授予上
这不禁让人有所感悟。
述称号者，除每年享受中央财政

专项支持的奖金，也享有较高的
学术地位与荣誉，普遍被看作高
校教师、专家学者群体中的佼佼
者。也因如此，“长江学者”这一
荣誉称号更不容玷污。上述提到
的这些违反师风师德者，在长江
学者中虽属少数，但其行为恶
劣、影响极坏，当然不能让“一
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因此在建
立退出机制基础上，对品行不
端、师风不正者保持零容忍态
度，是非常有必要的。
早前，对“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仅有“实施办法”，涉及何种

爱是教育的灵魂

情形下撤销该称号，也仅一两句
话带过，这次不仅从“实施办
法”升级为“管理办法”，在退出
机制上专门列出若干条款进行细
化规定，更加突出了立德树人的
底线要求。当然，这仍属于事后
追惩的范畴，此外还需加强审核
与严格把关，才能阻止“不三不
四”的人进入“长江学者”行
列。“长江”是一个神圣的名字，
“学者”也是一个高尚的称号，岂
容鱼目混珠，蒙混过关。
（作者魏英杰，原载 《钱江晚
报》，有删节）

人们常说“妈妈是超人”，不久前一位
女教师抱着熟睡的孩子出黑板报的照片，
让很多人感慨教师妈妈“比超人还伟大”；
很多人退休后选择颐养天年，但 91 岁的退
休教师叶连平却坚持义务为留守儿童补
课，希望呼出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
这些源自师者心底的爱，赋予了教育事业
独特的魅力，
为无数心灵照亮了前行之路。
教育家夏丏尊曾将教育里的爱比作
池塘里的水，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何谓
爱？当父母松开搀扶的双手，爱是一种信
任，让孩子能够学会走路、独立向前；当老
师悉心传道授业解惑，爱是一种欣赏，能
从学生身上发现特质、激活潜质；当学生
踏入社会课堂，爱是一种理解和尊重，激
励个人坚定信念、勇毅果敢。在不同的时
刻，爱有多种诠释。然而，无论形式如何
多样、时代怎样变迁，爱都是浇灌成长的
阳光雨露，
堪称教育的灵魂。
“爱是一种伟大的感情，它总在创造
奇迹，创造新的人。”让人拥有丰富的内
心和充沛的情感，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
标。我们感慨于海伦·凯勒在黑暗中寻
找到光明的人生奇迹，也应看到与她朝
夕相处的莎莉文老师用爱点亮的烛火；
我们感动于乌蒙山孩子们“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的美妙歌声，也应体
悟旋律背后纯真而质朴的爱。教育不仅
仅意味着知识的传授，还有心灵与心灵
的交流。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以
情动人、以情育人、以情化人，才能铸
就更健全的人格、更高贵的精神。
缺少爱的教育，注定是冰冷的、空
洞的，是没有灵魂的。如今，一些优秀
学生历经寒窗苦读进入名校，个人条件
优越、不愁吃穿用度，却时常感到内心
空洞，锁定不了真正想要的目标，找寻
不到生命的意义和前进的动力，就像漂
泊在茫茫大海上一样。之所以会患上
“空心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
以来我们的学校、家庭、社会太在意成
绩分数，让教育变得僵硬，结果孩子的
成长过程负重不堪，缺乏爱的滋养。这
也启示我们，要投入感情、投入真爱，
在课堂教学之外热情关怀、慰藉心灵，
以人的全面成长丰富教育的时代内涵。
事实证明，像春蚕吐丝那样竭尽心
力，像蜡炬成灰那样发挥光热，像和风
细雨那样滋润心田，方能“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用真情换来真心。当然，
爱的教育并非爱的纵容、爱的泛滥。点燃
爱、激发爱、播撒爱、守护爱，在爱中感悟
生命、收获成长、止于至善，这样的教育，
必将使人终身受益。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
心里发出来，才能打到心灵的深处。”用父
母的关爱之心、教师的仁爱之心、社会的
博爱之心，启人心智、助人成长，为孩子
架设一条条爱的轨道，教育的未来会更
美好。（原载 《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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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 20 周年。近日，教育部公布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2011 年印发的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办
法》 同时废止。据了解，新的管理办法提出建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退出机制，强制退出的学者不得再申报各类人才计划和荣誉称号。

岗、到岗时间不足或违规离岗
时，拥有最为重要的话语权。倘
的，予以解约退出；对无法完成
若学校只是为了在长江学者数量
合同约定的岗位职责或聘期考核
上保持优势，将其作为人才竞
不合格，按主动退出或解约退出
争、“双一流”建设的重要砝码，
处理。这些举措突出政治引领， 难保不会为一些德不配位、学术
体现从严管理，既有引导又有规
不端的长江学者辩护，在该启用退
范，有助于更好地督促长江学者
出机制的时候推脱责任。毕竟在
履职尽责，择优汰劣。
当前的评价机制中，长江学者的
不 过 ， 退 出 机 制 虽 然 有 了 ， “帽子”太重要了，各高校在这方面
但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关键还
的争夺异常激烈。每一次长江学
要看高校如何执行。因为不管是
者名单的公示，都会受到社会的广
主动退出，还是解约和强制退
泛关注，并成为评判高校兴衰走向
出，都需要高校报教育部备案实
的一个重要标尺。而高校也会关
施或批准退出。高校负有用人主
起门来，将各家拥有“长江学者”头
体责任，在对长江学者进行评价
衔的人才细数一番，悄悄与“左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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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原来的 《实施办法》，
新制定的 《管理办法》 涵盖岗位
设置、申报遴选、评审评价、管
理使用等各个环节，体现了全过
程管理的理念。其中最大的亮
点，就是建立了退出机制，形成
了能进能出的人才选用制度。政
治标准和师德师风作为长江学者
的首要条件，是不容触碰的底线
和红线。《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
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弄虚作假骗
取入选资格、违反师德和学术道
德情节严重等情形的，予以强制
退出。另外，对聘期内无法到

星期一

高校辅导员的身份
焦虑亟待化解
孙建清

退出机制当成
学者计划标配
越是重视学术奖励 ，越要防止浑水摸
鱼。退出机制传递了一个鲜明的价值信号：
学者桂冠不是终身制的，
更不是铁饭碗，
干不
好或者不好好干，也是要拉入黑名单的。仔
细研判一下这个退出机制，主要在于两个方
面，一是没办法完成聘任合同，可以主动退
出，这种概率较小。二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
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弄虚作假骗取
入选资格、违反师德和学术道德情节严重等
情形的，
强制退出，
这种情形在概率上显然会
大一些。而且，
一个社会化的学者，
究竟能否
在这些底线问题上始终清白如许，确实不能
仅看一份材料、
一次表态或者一场秀。
升级版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之所以
祭出退出机制，
并不难理解。第一，
学者也是
人，
是人就可能一步踏错，
如果戴个帽子就要
“为学者讳”，
学术土壤难免异化。
第二，
从制度发展上来说，
处在发展期的学
者奖励计划确实应该有个动态的监督机制。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是分量很重的一个学术奖励，
理应树立鲜明的价值取向，
起码要在学界起到
示范的好作用。德在才先，
这是基本的方向。
有才无德，
有时比有德无才还要可怕。干净的
学术空间不是自动生成的，
成绩好就自动获评
“三好生”
的逻辑也该在成人世界扭转过来了。
当然，
我们更希望退出机制成为一切学者
计划的标配。或者说，
财政埋单的所有学术荣
耀与待遇，
都应该有弹性退出机制兜底。毕竟，
学术若没有点正气和风骨，
如何叫公众省心。
（作者邓海建，原载光明网，有删节）

在高校里，
他们是
“保姆”，
牵挂学生的
身心与生活；他们被叫作
“老师”，
但许多人
无法登上讲台，身份“尴尬”。他们就是高
校里的辅导员，常常被误解的一个群体。
据说，
某高校新招十名辅导员，
一年过后剩
三人。
高校辅导员队伍不够稳定跟辅导员职业
定位模糊有很大关系。通常我们认为，
辅导
员的职责既要当好理论教育家，
又要做学生
工作的思想家；
突发事件他们是冲到第一线
的实干家，
学生遇到心理问题则要当好心理
学家。不过也确实存在辅导员职业定位与个
人发展的困惑之间的矛盾。比如，
辅导员不
代课应该是正常的，
可是有些辅导员觉得，
老
师不代课，
就得不到学生的尊重。因此，
有的
辅导员千方百计想代课，
也有的想通过职称
评定来改变自己的辅导员身份。当不能达到
自己的意愿时，
他们可能会另谋高就。
按照教育部 2017 年出台的《普通高等
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辅导员工作职
责包括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
党团和班
级建设等。现实中，
许多辅导员可能承担的
工作远不止于此。但是无论挑起学校或院
系的多少副担子，
辅导员都不属于任课教师
系列，
要想得到学生的尊重，
还是要凭扎扎
实实为学生服务的工作表现来实现。说到
底，
高校辅导员就是辅导员，
职业定位准确
就没有身份尴尬。多重压力下，
辅导员队伍
流动性很大，
不少人干不了几年就离职或转
岗。这恰恰说明，辅导员职业定位亟待规
范。高校辅导员普遍面临职业定位与个人
发展的困惑，
化解这一矛盾，
需要高校出台
针对辅导员的用人管理规定，
建立辅导员的
考核与评价、
培养与发展体制机制，
在薪酬、
晋升等方面更好地回应辅导员实际需求。
（原载红网，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