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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医科大学2017级临床专业的
学生在一门选修课的期末考卷上发现，总共
60 分的试卷上有一道 50 分的考题。题目为

“下面哪位老师给大家上过课”，要求在照片中
的7位教师中选择5人。

结果，这道题有一名学生答错。出题人、
南京医科大学一位教授回应媒体称，这是学院
一门选修课的考题，此次考试的内容包括对专
业知识的考查、对本门课程的建议和意见，以
及上述的这道“认老师”题。这道题主要考查
的是学生的识别能力，同时可以反映出学习过
程。“整张卷子基本就是送分题。因为学院的
课程负担比较重，选修课不希望让学生真正挂
科，还是以轻松和激发学生兴趣为主。”

在不少高校，专业课的考试基本由授课教
师设计，具有较大的自主性。有的教师在考题
中不按常理出牌，鼓励学生展开想象，大开

“脑洞”，把所学灵活运用。但也有老师认为，
考试是很严肃的事情，不能搞得太娱乐化，要
注意保证题目的科学性，从而考查学生的真实
水平。

考试“神题”要适度

/ 漫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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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盘点是岁末年初各大媒体

的规定动作。最近有媒体评出了
“2018 年十大假新闻”，其中两则
与教育沾边，一则是某大学生因破
解彩票漏洞获利而被取消保研名
额，另一则是一位教师在交通事故
中舍身救学生——最终这两件事都
被证明是假新闻。相比于医疗保
健、食品安全等领域，教育界并不
算假新闻高发地带。但一些涉假问
题近年来被媒体曝光，值得教育界
人士警醒和反思。

同其他领域一样，假在教育圈
的表现形式很多，除了论文造假、
成绩造假，还有假身份、假文凭，

以及假学校、假学生，等等。说到
假学校，教育部每年都会公布一批
不具备合法办学资质的“野鸡学
校”名单，一些名字以“中国”

“首都”“北方”“华南”等开头的
所谓大学，其实是专门坑蒙拐骗的
假学校。

就单个人而言，较常见的是身
份造假。据《长江日报》报道，湖
北某高校日前发公告撤销了一名毕
业生的学位和学历，这名学生没参
加比赛却成为一级运动员，从而以
虚假方式获取入学资格。这是典型
的特长生身份造假，也算是名副其
实的假学生了。不少高校过去都有
体育、艺术等特长生招生指标，这
项制度的本意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让身怀特长的学生以更优惠的条件
进入高校学习，但却被一些人当作
进入大学的终南捷径，造假行为随
之出现。为保障教育公平，维护高
校招生秩序，2018 年初，教育部
宣布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

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级优秀学生等
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在中小学阶
段，教育部同样明确“要逐步压缩特
长生招生规模，直至 2020 年前取消
各类特长生招生。”这就是要逐步清
除部分学生通过钻政策空子造假的土
壤。

前些年受到严厉打击的“高考移
民”，以及替考等现象，更是身份造
假的典型。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的努力下，尤其是 2015 年 11 月起

“考试作弊入刑”后，这类现象受到
有 效 遏 制 。 新 的 案 例 固 然 越 来 越
少，陈年旧案倒是时不时被媒体翻
出，比如河南周口王娜娜被他人冒
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以及前不久备
受关注的黄风铃冒用他人学籍上学
事件等。

一个普通人的受教育权益之所
以得到全社会范围内的关注，其背
后的现实逻辑是：教育是培养人的
事业，是塑造灵魂的事业，每一个
学 生 的 学 业 和 前 途 都 必 须 受 到 呵

护。各类身份造假现象突破了教育
底线，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对此历
来采取零容忍态度，一经查实，轻
则取消学历学位、开除学籍，重则
交由法律制裁。如今，随着新科技
的应用和普及，各级各类学校在招
生过程中对学生的身份有了更多甄
别手段。每年 1 月份是艺术院校招
考季，据媒体报道，中央戏剧学院
将在 2019 年招生专业考试中首次引
入人脸识别设备，“尤其针对笔试类
科目，严防替考及作弊等行为，最
大程度确保考试的公平公正”。

除了身份造假，学术造假更是人
人喊打,最新、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
南京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梁莹学术造假
事件。按照去年 9 月出台的 《“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依据南
京大学的调查结果和相关申请，教育
部最近已按程序撤销梁莹的“青年长
江学者”称号。学术若造假，则知识
无意义。“真”是一切学术成绩的基
石，哪怕只有一点造假成分，都会让

一个人积累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学术声
誉轰然崩塌。这值得所有高校教师引
以为戒。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陶行知先生的这句
名言，是对教育过程中一切造假行为
最坚定、最有力的指斥，是对现代教
育最本质特征的鲜明而准确的阐释。
对教师而言，无论是学术上的教诲抑
或品格上的指引，核心指向都是让学
生求真知，而不是接受一些错误的知
识和歪曲的价值观；对学生而言，学
习的终极目标，是做一个诚实守信的
真人，而不是虚伪、无底线的假人、
两面人。对真的追求，对假的摒弃，
应当成为学生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应
当从细微处培养起。

真，是教育的灵魂。失去真，教
育的根基便不复存在；不够真，教育
将变得不纯粹。假，是教育的病毒，
一旦沾上，教育便不成其为教育。打
假求真，应当成为所有教育工作者的
共识。

假是教育的天敌
杨国营

石向阳

绘

/ 论教 /

2019，又是新的一年。时光向我们铺
开了新的画卷。

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过去
的一年，肯定有幸福也有痛苦，有成功也
有挫折，有泪水也有欢笑。当然，也有美
好或者丑陋。

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这
一切就像白天和黑夜、太阳和月亮，都是
永恒存在的。不同的，只是它们在生活中
所占据的比例不同而已。这种不同的比
例，也就把我们的生活调整为酸甜苦辣咸
的百般不同滋味。

教育是什么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教
育其实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有意识调整生
活中各种滋味的比例，努力创造自己喜爱
的生活滋味的过程。

教育让我们首先从过去之中，撷取一
些记忆、选编一些事物。法国思想家涂尔
干说：“面对人类成熟的思想文化，教育
的责任就是选编。”历史中沉淀的那么多
美好，是人类一代代积累所得。

教师就像是厨师，把这些选编的素
材，进行搭配、进行烹饪。于是，同样的
原材料，经过不同的手，捧出不同的食
物。教师的作用，不仅是对已有美好的传
播，而且是对新生美好的创造。

教学就是我们将这些食物，不仅自己
品尝，而且馈赠他人。在这样教学相长的
过程中，通过共享与分享，让自己的身心强
健，让他人也因此强壮。教学的过程，是
师、生、亲的多方成长，是一段美好的旅程。

这样，美好的教育，就能在年轮画下
一个圆圈的时候，让每一个人感觉圆满，
并且心满意足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而言，传播这些
美好，就应该成为我们自觉的选择。

我一直说，哪怕戴着镣铐，也能跳出精
彩的镣铐舞。任何追寻梦想的行动，都是
对现实的改写，当然会遇到阻力。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们从事的就是传播美好、创造
美好的工作，如果能够把传播美好变成本
能，我们的努力将会事半功倍。以美好为
目标去行动，又以行动传播美好，我们自己
就能够从生活之中收获更为丰厚的幸福。

那么，在前行的起点，在这时光的初
始处，请不要忘记，带上一个美好的心
愿，带上一种美好的心境，以传播美好的
行动，不断去播撒这些美好的种子吧！这
一切，让我们自身变得更加美好，让世界
变得更加美好！

2019 年已经到来，让我们一起去和美
好的教育相遇，一起去享受教育的幸福。

教师不仅仅是园丁，他自己本身应该
是一朵美丽的花。教师也不是春蚕，教师
的生命在每一个季节。

教师还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类
的灵魂不可能是一个机器，让工程师任意
修理，用一个固定的工艺流程去塑造或者
改变。而且，教师自己的灵魂由谁去塑造
呢？

教师更不是蜡烛。那种把教师看成是
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说法，其实很荒唐。
把学生发展的前提建立在牺牲教师的基础
之上，显然并不妥当。

有人说，教师是绚丽的晚霞，在照亮
天空的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美丽。但
是，晚霞退却时，那星星和月亮构成的夜
色天空难道不美丽吗？

那么，教师究竟是什么？
其实，教师就是教师。教师与学生是

一对互相依赖的生命，是一对共同成长的
伙伴。教师首先是一个人，他有自己的喜
怒哀乐，有自己的油盐酱醋，他必须做好
一个人，争取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能够
影响学生健康发展的人，一个永远让学生
记住并学习的人。

我深信，教育的追梦人，会越来越
多。因为，时光永远不会辜负脚步。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
主席，原载微信公众号“中国教育三十人
论坛”，有删改）

新的一年
和美好教育相遇

朱永新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全国妇联等九部门联合向省级人民政
府印发了《关于印发中小学生减负措
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共
三十条。《通知》 指出要坚持政府主
导、各方参与、综合施策、标本兼治
的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
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各
方责任，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
量观和人才培养观，切实减轻违背教
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
的过重学业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减负三十条”一出，便受到
各界广泛关注。

“减负三十条”无疑是当前破解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的一记“重
招”，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重
招”要想真正变成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的“减负春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尤其需要“较真功”。

九部门既然公布了这个举措，那
么就应该“较真执行”，就要主动出
手，按照三十条的具体条款去督促各
级地方政府部门执行。不看地方政府
部门汇报的情况，而是要看各地中小
学生的实际学习负担。要主动走下
去，走到中小学生中去搞调查，倾听

学生心声。只有这样的“较真功”才
能形成制度震慑，才能督促减负真正
落实。

另外，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
“较真功”。各级政府部门必须根据教
育部的“减负三十条”出台具体的落
实条款。这个落实条款，就是针对每
一条的落实条款，让每一条都有具体
落实的工作，具体的负责人，做到条
条落到实处，条条有人负责。只有这
样，“减负三十条”才能变成具体的

“减负工程”，真正在基层落实好。三
分部署，七分落实，“减负三十条”
需要具体的落实行动，白纸黑字，人
人担当。落实不好，要追责。唯有这

样的“较真功”，才能让国家部署取
得实际效果。

不仅如此，还需要社会舆论的
“较真功”。社会舆论要对各地落实
“减负三十条”的具体工作进行跟踪
报道，同时，要调动自媒体监督的积
极性，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压力，督
促各地落实好这个工作举措。在这
里，舆论要较真，就是要根据“减负
三十条”的具体条款去监督，去报道
各地的实际工作，看这个工作是走形
式，还是很务实，要及时给予报道曝
光，好的要赞美，不好的要批评，扶
正抑邪，助力“减负三十条”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通知》 中提出，加强统一部
署、统一行动，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
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庭等各
方责任，推进育人方式改革，发展素
质教育，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和校外培
训机构发展，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
导向，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
观和人才培养观，切实减轻违背教育
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
过重学业负担，这是很好的工作初
衷，关键是落实，关键是较真，唯有
较真，才能让中小学生迎来真正的减
负春天。

（本文原载四川在线－天府评
论，有删改）

“减负三十条”还须较真功
殷建光

/ 网言 /

今年元旦放假，好多老师都在朋
友圈发学校教师集体联欢聚餐的照
片，大家一起演节目、打比赛、品茗叙
旧、吃饺子，内容丰富的假日联欢场
面，看了让人欣喜。

辞旧迎新之际，学校组织一次教
师集体聚餐，外在形式似乎并无新
意，但教师全员动手，在学校打理烧
菜做饭的生活，交流感情，增进理
解，分享体验校园生活的快乐和幸
福，这不失为丰富假日生活、释放工
作生活压力、联络感情的好做法，感
觉以前那种淳朴亲切的教师集体生活
又回归校园了。

上世纪 80 年代，笔者曾在乡下学
校做过十几年教师。那时，学校有一
个小灶房，十几位老师都在灶上吃饭，
大家坐在小小的饭桌上吃饭，谈教学，
谈生活。平时工作中相互支持，生活

虽然清淡，但那段学校生活刻骨铭心，
感觉学校就是一个温暖的家庭，充分
体现了一种同事之间的朴素感情。

但生活水平的提升，工作压力的
增加，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好多教师
的校园生活习俗不再，教师之间的感
情慢慢淡了，关系慢慢疏远了，团队
精神不强了，平时即使一起在外面吃
饭也要投脾气、论亲疏、讲缘分。

教师不仅是自然人，而且是学校
人、社会人、家庭人，他们不仅需要工
作，更需要有高尚的追求，有充满阳光
的生活。教师所从事工作具有很强的
群体性特点，一天中的多半时间工作
在学校，生活在学生同事之间，情比姐
妹，亲如兄弟。学校关心教师，除了工
作上的帮助支持，更应该关注教师的
身心健康，搭建一些交流娱乐的平台
和载体，组织开展一些具有较强仪式

感的活动，最大限度地释放教师的工
作生活压力，做到劳逸结合，身心愉
快，忙且快乐着，苦并幸福着，每个人
每一天都能动心、上心、开心，收获满
满的价值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教育虽大但需要做好每个细节，
学校虽小但承载着内涵丰富的文化，
打造具有生活激情、健康体魄、人格
魅力和团队精神的教师队伍，凝心聚
气，增强学校发展活力，不应止于一
项简单的活动。作为学校领导必须不
断开动脑筋，精心设计关心教师健康
快乐成长的文化活动，并使活动常态
化、生活化、情怀化；激励每一位教
职工和同事除了工作上的配合之外，
彼此成为很好的朋友，共同珍惜一起
工作的缘分，让学校生活成为人生一
段美好的旅程。

（作者系甘肃省天水市教育局干部）

教师集体餐 暖心又聚气
闫锁田

来论来论

宁波科学中学创办于 2014 年，是国家开发区宁波杭州
湾新区与全国名校镇海中学合力打造的完全中学。因学校发
展需要，诚邀优秀人才，共谋科中未来。具体事宜如下：

一、招聘对象

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科学、社会、信息技术、音
乐、美术教师，高中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
物、政治、历史、地理以及体育、心理教师。

二、招聘条件

1.应届生：专业对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学士及
以上学位，毕业时取得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证书。本科学历
的要求全日制一本 （段） 普通高校毕业，硕士研究生可放
宽到聘用后两年内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本科毕业生年龄
在2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年龄在28周岁以下。

2. 优秀骨干教师：要求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
学士及以上学位，中级及以上相应学科教师职称。年龄在
男 40 周岁、女 35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男 45 周
岁、女40周岁。具体要求按招聘公告执行。

三、招聘程序

1. 报名。请将本人简历、近期 2 英寸免冠彩照、身份
证、毕业证、教师资格证、职称证、普通话等级证及其他
荣誉证书等材料电子版，以“姓名+应聘岗位”方式命名
发送至邮箱：nbkg2017@163.com。报名时间：2018 年 12
月 17 日起。咨询电话：0574-82356118，0574-82356224，
15958273441 （上午9:00—11:20 下午13:40—16:30 晚上
19:00—21:00）

2.资格审核。
3.面试。资格审核合格者接学校通知后，参加学校组

织的面试。具体时间和要求另行通知。
4.体检聘用。

四、薪资待遇

1.聘用教师享受公办编制待遇，年收入显著高于周边
学校同等职级教师。

2.按规定缴纳五险一金。
3.学校规定的其他福利待遇。

宁波科学中学2019年教师招聘公告
·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