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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江西省2019年普
通高校招生艺术类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统考现“泄
题疑云”。多名考生考后发现，开考46分钟后，
某QQ群内已经流传出了考试试卷照片和考题答
案。某机构取得“2个名词解释、16个填空和至
少 7 个选择，以及 《荒蛮故事》 影评原题”的

“神押题战绩”，让人疑窦丛生。此外，在山东省
艺考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开考后仅4分钟，网
上就出现了准确试题。

事件曝光后，江西省教育考试院迅速联系公
安等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初步确定为考生考场作
弊，目前已锁定相关当事人，有关情况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初步认定发
生了考生作弊事件。考试泄题已经不是个人行
为，而存在组团的倾向，如考前机构以押题名义
泄题或者考试中途在群中透露试题和答案，值得
关注。

押题还是泄题？

/ 漫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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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师恩似海，情深难忘，但

没想到，有的老师 20 年后从学生
那里得到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
是用力挥来的拳头。缘分变仇恨，
报恩变报复，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网曝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 33
岁男子常某，将初中老师张某拦在
路上抽嘴巴，还发视频炫耀，自
称因当年家里没钱没权被老师欺
负。栾川县官方向媒体记者证实了
此事，日前常某已被警方抓获。
打人本来就不对，理应为此付出
代价，但透过报道，尤其是“事情

发酵后，有十多年没联系的十多个
同学愿意为常某做证，证明张某曾
在课堂殴打他”，还是能得出不少
启示：教育和许多事情一样，亦是
互有因果、有缘有根的。今天种下
什么籽，明天会发什么芽，面向学
生的教育，无论怎样都会留下印
记，最终结局如何，时间自会公布
答案。

换而言之，教师的教育行为或
深或浅地影响着学生，是像新闻所
报道的“任意欺负践踏尊严”，还
是展现“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
一面，体现了教育方式的不同，更
体现了职业素养的高下。因此，对
于教师而言，应意识到自己所面对
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做的是
面向未来的工作，牢牢记住立德树
人这一职业使命，尽管经常会遇到
各种顽劣任性、调皮捣蛋的学生，
但只要对学生有爱心有耐心、不抛

弃不放弃，即使学生当时不理解不领
情，等到长大成人、为人父母那一
天，他们一定会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
与高风亮节。

相反，如果当教师只为了谋生，
教育变成了管教，一心想让学生听
话，动辄体罚学生，那么既违背了教
书育人的本职，也难以获得职业成就
感和幸福感，更难以获得学生发自内
心的理解与尊重。其实，面向未来之
所以应该成为每位老师铭记的关键
词，就在于教育具有提升素养、改变
心灵的魔力，唯有教育能谱写浪子回
头、点石成金的佳话。教师为人师
表，多为学生未来着想，为其勾画成
长蓝图，学生的感恩一定不会缺席，
也终会印证凡事有因果的朴素哲学。

教育的因果，不仅体现在师生之
间，也体现在亲子之间。小时候如果
没有立足孩子的长远发展，让其走向
自立自强，而只是让其不吃苦少受

累，活得舒适快活，若干年后势必要
吞下苦果。哈尔滨的刘女士就尝到了
个中滋味：孩子从小疏于管教，想要
什么就给什么，自学意识未养成，18
岁出国留学，两年败光 200 万元，却
连预科都没毕业；回国后到大专院校
求学，不到两个月就弃学回家；与游
戏为伴，仅剩下的交流就是向家人要
钱⋯⋯

猝不及防的拳头也好，货真价实
的“巨婴”也好，都给教育者提了一
个醒：教育的价值在于为孩子奠定精
神底色，在于从小让孩子完善知识结
构、拥有自学自主能力，养成正确的

“三观”，成为一个有责任担当的合格
建设者，这考验着教育者的教育智
慧，更与教育者的教育观紧密相连。
每个孩子心里实际上都有一笔账，是
记恨还是牵挂，是怨怼还是感念，与
教育者当年当下埋下的种子有关。如
果每位教育者都能放眼未来，为孩子

人生发展筹划，为其未来着想，一言
一行春风化雨，一举一动润物无声，
终会迎来孩子的念念不忘，在学校里
如此，在家庭中也是这样。

就像湖南省浏阳市大围山退休教
师李远护，4 本“爱心笔记”记录她
的 10 年义工路。教书时关爱学生，
作为一名志愿服务者，她 2009 年至
今 累 计 参 加 志 愿 服 务 超 过 7000 小
时，筹集到 300 余万元善款帮助他
人。像李老师这样用行动书写教育大
爱、为未来耕作的人，总能得到更多
人的尊敬与赞美。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教育说到底是为了育人，好的教
育者不见得是教出多少学霸、“状
元”，但每个与其有缘的孩子，都会
慢慢地打开心胸、开阔格局、踌躇满
志。

教育的存在，尽管不是为了赢得
尊敬与赞美，但教育者的眼光一旦瞄
准未来，就注定与伟大同行。

教育瞄准未来方能赢得尊重
张贵勇

石向阳 绘

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司局长笔谈司局长笔谈

全国教育大会是党中央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召开的第一次
全国性教育会议，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为新时代我国教育事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和大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教育系统的首要任务。报刊社是教
育部党组主管的教育主流媒体，处于
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是教育新闻舆
论宣传的重要阵地。报刊社党委要求
全社干部党员员工首先在学习上求深
入，做到“四个下功夫”：

一是在学懂上下功夫。提高政治
自觉，把思想和意志统一到大会精神上
来。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持“四个
自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和价
值追求，转化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
作方法，转化为谋发展的精神动力和
素质本领，转化为做好新闻舆论宣传
工作见实效的思路举措。二是在弄通

上下功夫。加深理论学习，做到“五个
突出”，突出理论特色、突出重要观点、
突出思想内涵、突出理论表达、突出系
统准确。组织专家学者深入解读，增强
学习宣传的理论深度、实践力度、情感
温度，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
同。三是在做实上下功夫。结合教育
新闻工作实际、结合报刊社工作实际，
准确领会大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
确定的新任务、新举措。四是在融入上
下功夫。立足岗位学，创新性学习、创
造性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把
学习与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学。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报刊社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
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和大会精神，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重要职责使命，按照“做
好精神解读、用好言论引领、发挥高端
效应、开展立体宣传”的新闻宣传报道
思路，充分发挥报刊社“两报四刊三网
一端”和新媒体矩阵全方位、立体化的
融媒体宣传平台优势，全面、深入、多维
度、多形式做好大会精神宣传报道和舆

论引导工作。按照部党组部署和陈宝
生部长提出的“新、高、实、深”工作要
求，结合教育新闻宣传工作实际，在贯
彻落实上坚持做到“四个创新”：

一是在“新”上下功夫，创新宣传
报道方式。强化媒体融合，面向读者
和新媒体用户，转变新闻宣传“时态”

“语态”，做好接地气宣传。在报刊网
宣传的同时，持续在新媒体端发力。
中国教育报微信利用网言网语、图标
图式解读大会精神，在其 260 多万用
户中提升了新媒体传播力。蒲公英评
论网用好民言民语，中国教育新闻网
在首页开设专题。全网传播把大会精
神准确及时贴近地传达给读者用户。

二是在“高”上见精神，提高学习
宣传引导水平。高举旗帜，用好党言
党语，突出言论引导。大会后，《中国
教育报》第一时间刊发社论、连续推出
10 篇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的系列评论员文章，强力引导舆论。
强化高端引领，在教育报开设“学习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笔谈”系列

专栏。先后刊发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学
习文章、“省委书记（省长）笔谈”文章、

“司局长笔谈”。同时，不定期辟出专
版，刊发各地学习讲话精神文章。

三是在“实”上见实效，提高实践力
度。转状态求实效，把学习贯彻大会
精神同党组推进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结合起来。深化奋进之笔项目——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宣讲行送教行和高校行”活
动，以及“打赢教育扶贫攻坚战——沿
着总书记的足迹走进国家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特别报道”。组织专家沿着总
书记的足迹，走进 12 个特困地区和 8
所高校宣讲新思想新理念，报道了8个
特困地区教育扶贫经验。做好教育“奋

进之笔、得意之作”的进展报道。以点
带面，做好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和大会精
神的新鲜经验、典型报道。

四是在“深”上出奇效，提升学习
贯彻的理论水平、理论深度。运用好
学言学语，约请全国知名专家，撰写有
理论深度的政论和学习文章，在《中国
教育报》时论栏目、理论版以及《人民
教育》《中国高等教育》杂志开专栏刊
发，推动大会精神向深度升华。策划
推出“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
道。组织记者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工作
过的河北正定、福建、浙江等地采访，
追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重要教育论述的思想渊源、实
践轨迹，深入领会讲话精神实质。

开启教育新闻宣传新征程
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 翟博

/ 论教 /

当今时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创新
驱动型国家战略以及教育战线党的阵地建
设等都需要教育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信
仰支撑。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师
范院校则是培养优秀教师的摇篮。全面贯
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要求师范院校
充分发挥强师兴国主体作用，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把好入口关、培养关和出口关，肩
负起造就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大国良师的
使命。

造就大国良师是师范院校的使命。而
思考师范院校的使命，还得从“师范”“师范
院校”的起源追溯。西汉扬雄在《发言·字
行》中说：“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
范也。”最早将“师范”二字并用的是《后汉
书·文苑传·赵壹》，文中有“君学成师范，缙
绅归慕。仰高希骥，历年滋多”的说法。两
字并用且作为专有名词的师范最早出现在
日本，日语中的“师范”蕴含“榜样、典范”之
义。1872 年，日本明治政府建立了该国的
第一所师范学校。在西方，师范院校起源
于 1794 年 10 月 30 日成立的巴黎高等师范
学院，其意为标准的学校。作为示范工程，
学生学习完后到其他学校或人民中间传授
他们在首都学到的知识和方法。中国历史
上的第一所师范大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其
校训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中国古语
中也有“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说法，均为

“典范”之义。可见，无论是“师范”还是“师
范院校”，都蕴含着“榜样”“典范”“示范”等
含义。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说：“师
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了有效履
行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完成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教师不仅需要成为大道大德的
典范、谋事成业的榜样，还需要有甘为人梯
的情怀、善传乐教的艺术。“大学之道，在明
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儒学经典之
作《大学》开篇首句就道明了大学之道。但
凡大学都承载着人才培养的职责，而与其
他大学相比，师范院校这一使命显得更加
严苛，也更加光荣。因为其所培养的是教
师，教师理应也必须是社会成员中的典范
与榜样。2014 年 9 月 9 日，在同北京师范
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总书记勉励
全国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
师。对师范院校而言，理应肩负起培养造
就大国良师的时代使命。

把好三道关是造就大国良师的可行路
径。为了有效实现自身使命，师范院校需
要全过程把好入口关、培养关和出口关，努
力探寻造就新时代大国良师的可行路径。

首先，要把好入口关，吸引乐教适教的
优秀青年就读师范院校。要通过政府的政
策宣示、社会的舆论营造以及家庭的报考
支持等多种途径鼓励形成优秀青年争相从
教的良好局面。把师范院校师范类专业纳
入高考提前批次录取，在录取过程中增加
面试环节。把理想信念、爱国情怀、个人品
德、专业倾向、从教潜质等纳入考察范围，
从而挑选出乐教适教的好苗子。

其次，要把好培养关，帮助师范生扣好
未来职业生涯的关键一扣。才为德之资，
德为才之帅。师范教育既要“养德”，又要

“育才”。要把立德树人融入师范生的思想
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
个环节，要围绕着立德树人这个目标来设
计师范教育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
系和管理体系。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
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

再其次，要把好出口关，挑选能教善教
的优秀毕业生进入教育行业。要以“立什
么德”“树什么人”作为依据构建师范毕业
生的评价内容与标准。加强对师范毕业生
理想信念与教育情怀、综合素质与创新能
力、学科知识与专业素养、教育技能与教学
方法等的考核与检测。以立德树人的成效
来确定师范生的毕业要求，来判断教师的
教学优劣，来检验学校的办学效果。

（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原
载《光明日报》，有删节）

造就大国良师要
把好三道关

赵国祥

◀招聘岗位▶
（一） 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带头人、新媒

体专业骨干教师。
（二） 电气自动化技术、云计算技术与

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船舶机械工程技
术、汽车运用与维修、港口与航运管理、物
流管理、会展及节庆赛事专业群 （会展策划
与管理）、游艇设计与制造等专业专任教
师，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

（三） 行政教辅人员、辅导员。

◀应聘条件▶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专任教师、行

政教辅人员、辅导员报考具体要求详见珠海
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018 年公开招聘教职工公
告 （http://www.zhcpt.edu.cn/）。

◀待遇▶
聘用者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珠海

市及学校政策规定的薪酬待遇。

◀报名和联系方式▶
采取发送电子版报名信息，同时特快专递

邮寄报名材料的方式（报名材料字迹模糊不清或
填写不合规范的视为报名无效）。每人限报一个
岗位，报考多个岗位的取消报考资格，邮件主题
以“姓名+报考岗位代码（名称）”命名。

学院长期引进高层次人才，根据应聘人
员情况择优选择招聘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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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广东省政府
部门批准成立、国家教育部门备案的市属公
办普通高等院校。内设管理机构 13 个、教学
教辅机构 14 个，设有附属机构 1 个 （中等职
业学校）、直属机构1个 （珠海开放大学）。根
据学院事业发展需要，现向全国公开招聘事
业编制教师23名。

▼

联系网址：http://www.zhcpt.edu.cn/ 联系邮箱：zhcptzhaopin@163.com 联系电话：0756-7253030 联系人：白老师
联系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西湖城区金二路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邮政编码：519090

·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