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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蛮，你妈妈不要你了哦!”“你爸妈生了
小 弟 弟 就 不 爱 你 了!”“ 你 是 你 爸 妈 捡 来
的!”⋯⋯无论城市乡村，随处可见这样的“恐
吓式逗娃”。逗娃的大人们把孩子惊恐、失望甚
至痛哭流涕当作乐趣。近日，一则《过年期间如
何毁了孩子》的长文火爆网络，其中的“恐吓式
逗娃”话语多多少少都在我们周边发生过。当时
说话的大人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玩笑，带
给孩子们的是什么!

逗娃的人们也许都没有恶意，但被逗的娃无
一例外地都感觉受到伤害。此种育儿或与孩子沟
通的方式有消极后果，对孩子心理有负面影响，
实在要不得。

“恐吓式逗娃”要不得

/ 漫话 /

评
今日

锐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近日发文

称，青年演员翟天临遭“学术打假”，
校方已成立事件调查组。翟天临近
日接连被多家媒体爆出其博士学位
的取得并不完全符合相关规定，其
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一篇学
术性质文章涉嫌大面积抄袭。此后
事件持续发酵，其硕士毕业论文亦
被媒体发现存在与他人论文大面积
重复问题。2 月 14 日，北京电影学
院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称已经
针对此事正式展开调查，并已通知
翟天临。同一天，翟天临本人发表

致歉信，表示会退出北大博士后站。
学位制度是构建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体系的基石，其严肃性和
权威性不容丝毫践踏。博士研究
生教育处于国民教育顶端，即便
在高等教育逐步走向普及化的今
天，博士在人们心目中也仍是高
层次人才的代表。人人都有追求
博士学位的权利，但有的人面对
学术时，投机心理较重，敬畏之
心欠奉，而毁坏学术诚信的“蝼
蚁”，正是平时对学术缺乏敬畏之
心以及对学术规则的无视。一旦
出现了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行
为，就意味着突破了学术伦理的
底线，必将为之付出沉重代价。

无论是作为求学者还是科研
人员，学术诚信都是一切成绩的基
石，是个人诚信体系的关键组成部
分。因此，对于每一个有志于从事
学术研究或谋求学位的人来说，都

要对学术心存敬畏，牢牢守住学术诚
信的底线，对一切可能与学术不端沾
边的行为坚决说“不”，要像爱惜自己
的眼睛一样爱惜学术声誉。这并非
最高要求，而是最低要求。

博士学位可谓人见人爱的鲜美
果实，但获得它要靠扎实的努力和
与之匹配的学术实力，绝不应通过
投机取巧甚至弄虚作假来取得，其他
学位同样如此。须知，学位制度的严
肃性、权威性一直受到法律法规的保
护。1980 年 2 月，我国颁布了《学位
条例》，标志着我国学位制度的正式
建立。多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常态
化的学位授权审核机制和学位论文
抽检制度。为保证学位授予质量，教
育部于2000年印发通知，开启博士论
文抽检工作。2014 年印发的《博士硕
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规定：学位论
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博士学位论文
的抽检比例为 10%左右，硕士学位论

文的抽检比例为 5%左右；对连续两
年均有“存在问题的学位论文”且比
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学术授予单位，
进行质量约谈。

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对学
术不端行为要做到零容忍。目前，
我国已经构建起了以学位授予单位
质量保证为基础，以教育行政部门
监管为引导，由学术组织、行业部
门和社会机构积极参与的内部质量
保障和外部质量监管体系。

学术是一所高校的立身之本，诚
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当一所高校
的教师或学生涉嫌学术不端，不仅个
人要面对公共舆论的凶猛火力，学校
的声誉也会因此一损俱损，引发公众
对其招考程序是否公平公正的质疑和
忧虑。作为学位授予单位，高校即便
没有纵容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至少
也有失察之责，没有尽到学术把关者
的责任。一旦有教师或学生涉嫌学术

不端，高校不能以只是个案为由不予
重视和反省，更不能想方设法遮掩搪
塞，或者坐等公众注意力转移，最终让
问题不了了之。高校管理者必须明
白：在正视问题的基础上，正面回应和
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舆情应对之策，
才是真正对学校的声誉负责，才能以
儆效尤，避免更多教师和学生出现学
术不端等行为；倘若一味讳疾忌医，必
将透支学校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累积的
社会声誉以及广大校友对母校的向心
力。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作为求学者，要始终不忘求学求知
的初心，严格进行自我约束，严守
学术道德，不能有丝毫懈怠。唯有
通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考核，真正
符合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堂堂正
正拿到的学位，才是真正的荣誉，
才值得为之骄傲。

（作者系本报记者）

对学术不端行为要坚决零容忍
杨国营

王铎 绘

一、招聘岗位及人数

校长1名，副校长1名。

二、聘期及薪酬待遇

校长、副校长实行聘用合同制，聘期
3年 （首个聘期试用期一年），期满考核合
格者可续聘。

校长、副校长实行年薪制，并享有国家
规定的“五险一金”等福利待遇，经费由
任职学校承担。年薪由基础年薪和绩效年
薪构成。基础年薪按月发放，绩效年薪年
终考核合格后发放。具体薪酬待遇面议。

校长、副校长无行政级别，如要进入
平凉市正式教师编制序列，须符合现行事

业单位人事管理有关规定。

三、招聘条件

（一） 基本条件
1. 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遵纪守
法，廉洁从业，品行端正。

2. 具有胜任履职岗位职责所需的专业
知识、职业素养和实践经验，熟悉中学教
育工作和相关政策法规，教育理念先进，
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善于规划学校
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学，引
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整外部环
境。

3. 热爱教育事业，关爱学生，关心教

师，自觉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4. 认同陕西师范大学的合作办学与人

才培养理念，认可学校办学章程；具有较
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勇于创新，管理方
法科学。

（二） 岗位条件
1. 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以

上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2.应聘校长者应具有20年以上一线教

育教学工作经历和 3 年以上中学校长岗位
任职经历；应聘副校长者应具有 10 年以
上一线教育教学工作经历和 2 年以上中学
副校长岗位工作经历或 4 年以上学校中层
管理工作经历。所从事管理工作在单位群
众认可度高，社会反映好。

3. 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男不超过 62
周岁，女不超过60周岁。

4. 能全职负责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
中学工作，不得兼职 （兼任） 其他工作。

注：特别优秀者，以上1—3条件可适
当放宽。

四、招聘流程及办法

1. 报名：应聘者填写 《校长、副校长
应聘登记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对外合作
办学办公室网站 http://cyc.snnu.edu.cn

“下载专区”下载），将 《校长、副校长应
聘登记表》 及学历、学位、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证书、业绩证书扫描件通过电子
邮件同时发送到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市教
育局。

2.资格审查及心理测试。
3.组织面试。

报名时间报名时间：：20192019年年22月月1515日至日至20192019年年33月月1515日日 电话电话：：029029--8530320185303201 09330933--82266638226663 联系人联系人：：张老师张老师 1776666853117766668531 郑老师郑老师1380933263313809332633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陕西师范大学对外合作办学办公室陕西师范大学对外合作办学办公室 sdbx@snnu.edu.cnsdbx@snnu.edu.cn 平凉市教育局平凉市教育局 183014591183014591@qq.com@qq.com

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校长招聘公告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校长招聘公告

聘聘聘聘

··招聘信息招聘信息··

陕西师范大学平凉实验中学是平凉市
政府部门与陕西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一所
市属公办完全中学，以“市区共建，以市
为主”的原则办学，按“公办性质、民营
机制”模式运行，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学校确立“创新、实验、优
质、示范”的办学定位，以“治理方式先
进、教育资源优质、教师队伍优良、课程
体系优化、办学质量领先”为目标，努力
向标准化、现代化、特色化完全中学迈
进。学校位于平凉市崆峒区，占地167
亩，已于2017年秋季正式运行，目前有
教学班42个，在校生2200名，教职工
154名。现因学校发展需要，在全国范围
内公开招聘校长、副校长。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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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建议
授予马超博士学位！”近日，在哈
尔滨工业大学新技术楼 618 会议
室，答辩委员会主席、哈尔滨工
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赵铁军的话音刚
落，现场所有人热烈鼓掌。“真是
太不容易了！”大家真心为这位高
位截瘫的“理工男”叫好。

掌声里，39 岁的马超和妻子
骆春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马超是东北林业大学工程技
术学院物流工程系的一名教师。
工作之余，热爱学习的他攻读了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应用技术

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2018 年 4 月 11 日 的 一 场 意

外，粉碎了马超平淡而幸福的生
活。经过 10 多个小时的手术，马
超保住了性命，但由于原本患有
强直性脊柱炎，这次外伤造成了
他高位截瘫。多次昏迷、进重症
监护室、手术，马超一直在生死
边缘挣扎。半年后马超的身体状
况才略微稳定下来。

稳定后，除了眼珠能转动，
能说话以外，马超身体其他部位
没有任何知觉，即使如此他还是
决定重启因病延迟的博士论文答
辩，坚持完成博士学业。马超身

体不能动，在医院陪护的骆春颖
就把电脑架到他面前，他口述，
骆春颖帮他修改。

在准备答辩的 4 个月里，马
超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对论文进
行了三轮修改。受到低血压和呼
吸困难等并发症的影响，马超有
时会陷入昏迷，醒来后要吸氧一
段时间才能继续修改论文。

时间终于来到了马超答辩的
日 子 ——2019 年 1 月 9 日 。 早
上，妻子看着几乎一夜未眠的马
超，想让他再休息一会儿，可是
马超却坚定地说：“出发吧。”

“出发”，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是

迈开腿的简单动作，可对于马超，
却是个“大工程”。妻子要先取来一
张医用网，小心翼翼地将网穿过病
床上马超的身下，姐姐从旁边推来
一台小型“起重机”，把马超用网吊
起来，慢慢地把马超运送到准备好
的轮椅上方，家人再把马超安置到
轮椅上，然后乘车从医院前往哈尔
滨工业大学。

到达举行答辩的会议室，骆
春颖将轮椅调整到马超能把头部
斜靠在轮椅后背上、眼睛能直视
前方投影幕布的角度，再把薄棉
被折叠好垫在马超的脖子后面。

马超手术后的颈部无法支撑

他坐立太长时间，答辩委员会事
先在答辩流程和环节上给予马超
特殊的照顾：安排马超第一个答
辩，待他答辩完后，答辩委员会
成员现场研究，宣布马超的答辩
结果，之后，其他人再进行答辩。

答辩开始，马超熟练地介绍
着 论 文 的 情 况 ， 眼 中 充 满 了 光
亮，学妹坐在一旁操作 PPT，配
合马超的讲述。

感情不能代替规则，关爱不
能弱化标准。马超介绍完论文情
况后，教授们从论文的形式到内
容，都提出了不少的问题，给出
了 各 自 的 建 议 ， 马 超 则 不 慌 不
忙，一一回答着他们的提问。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通过
时，马超激动地说。通过博士论
文答辩后，他又有了新的目标，

“我时刻想念着学校，要早日回到
我热爱的讲台。”

一场轮椅上的博士论文答辩
黄鹏 本报记者 曹曦

（上接第一版）
该校研究生党员张广杰到临沂等地指导利用闲置烤

房繁育烟蚜天敌瓢虫和转化烟秸白星花金龟，用这项技
术，可使每个烤房年增收 2500 余元，同时实施生物防
治和烟田废弃物的循环开发利用，大大提升了烟叶的品
质，改善了烟田的生态环境。

2017 年，山东省小麦条锈病大爆发期间，研究生
党员曹欣然、刘保友积极参与烟台市小麦条锈病的普查
工作，并根据气象条件，利用专业知识预测小麦条锈病
的始发区域，及时发现发病叶并就地铲除，做到“发现
一点防治一片”，防止了该病害在烟台地区流行，保证
了当地小麦产量。

该校研究生党员张大鹏采取“公司+高校+村集
体+贫困户”合作模式，通过蝗虫产业扶贫，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既解决了贫困户技术和销售两大难题，也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帮助贫困户每亩年增收 1280—2880
元。

“学生党员深入‘三农’一线开展社会实践，加深
了学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培养了学生服务国家、
服务农民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也促进了学校整体育人质量的提升。”山东农大研究生
党支部书记陈美云说。

/ 快评/

春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也是身体容易“变
圆”的日子。近日，杭州一小学体育老师在朋友
圈连发三遍“开学称体重”，“寒假不减肥，开学
两行泪”不经意间成了网络热词。

临近开学，老师不催作业催减肥，折射出越
来越多的学校和老师开始关注学生寒假体育锻
炼。虽然帮助孩子注重身体健康，养成良好的
生活和锻炼习惯，是老师应尽之责，但我们还是
应为这样接地气、充满幽默感的教育艺术点赞。

从老师督促学生锻炼的艺术性来看，充满
幽默感的沟通更能增强学生体育锻炼的主动
性。我们不难发现，老师通过幽默的方式来督
促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孩子在心理上更容易接
受。同时，老师运用网络流行语与孩子沟通，更
能亲近学生，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增进师生之间
的感情，引起学生的感情共鸣，变“要我练”为

“我要练”，从而更好地将老师的要求变为自己
的健身行动。

从寒假作业内容的生活化来看，充满幽默
感的沟通更能增强学生的健康观念。随着人们
生活的日益改善和全民健身理念的深入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老师
通过布置体育锻炼的寒假作业，让孩子充分利
用春节长假迈开双腿，每天都能动起来，以健身
运动的方式拥抱春节，有利于孩子从小就树立
没有健康即等于零的观念。再说，让孩子在长
假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还能丰富孩子的假期
生活，锤炼孩子吃苦耐劳的品行。

从量化体育锻炼效果的形式来看，充满幽
默感的沟通更能增强学生完成体育锻炼的执行
力。上学期放寒假时，杭州的一位老师就给全
班学生“过了磅”，并宣布如果假期超重 2 公斤
就要进行“惩罚”。用称体重的形式激发学生的
自律意识，让他们自发地锻炼身体，此举收到了
很好的效果：孩子们为了保持身材，一个比一个
狠地加强锻炼。寒假里全班掀起运动热，每个
人都坚持每天锻炼，一来为了开学不受班主任

“惩罚”，二来为了即将到来的体育中考做准
备。在老师的监督下，一学生在澳洲度假也坚
持每天打卡锻炼。以前寒假要睡懒觉到中午
11 点的同学，现在早上 7 点就自觉地起床了。
仰卧起坐、俯卧撑、引体向上、扔铅球等中考体
育项目，即使老师没有要求加练，学生们也自觉
练习，每名同学都好像有了锻炼的目标和动力。

教育是一门艺术。期待充满幽默感、注重
教育艺术性的老师越来越多，师生关系由此将
会变得越来越和谐，校园也会变得越来越温馨。

（作者系江苏省镇江市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

为接地气的
教育艺术点赞

唐守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