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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惩戒作为一种教育和管理学
生的方式，在中国教育史上由来已
久，诸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
之惰”“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
材”等。目前，一方面，赏识教育和
关爱教育在教育界颇为盛行，遏制体
罚、禁止变相体罚学生在社会上的呼
声一直很高；另一方面，教师想管而
不敢管或不知如何管也日益成为困扰
一线教师的难题。因此，针对社会公
众对教育惩戒所存在的认识偏差，亟
须在理论上对教育惩戒进行澄清，引
导人们对教育惩戒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使教师的教育惩戒权逐渐理性回
归。

对教育惩戒认识模糊是教育惩戒
权难以回归的主要原因。何谓教育惩
戒？简而言之，惩即处罚，戒乃警
戒。教育惩戒是以教育学生为根本目
的，怀着关爱学生的态度对犯错或违
反规定和规则的学生实施否定性的批
评、处罚等，以达到警示学生防止或
戒除其不再发生不符合规范和规定的
教育效果。

当前，部分社会公众对教育惩戒
问题存在着不太合理的认识，有些人
认为既然提倡教育民主就不应该再使
用体罚、惩罚等手段教育和管理学
生，认为凡是涉及对学生的惩戒不管
出于什么原因都是不对和不可取的，
强调应该用爱、温暖等方式来感化教
育学生。

现实教育生活中，教育惩戒走向
了两种极端——被教师滥用或弃用。
如果教育惩戒权被滥用，就会使青少
年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受到伤
害，影响其成人成才；如果教师因忌
惮种种责难而放弃了教育惩戒权，将
会使学生错误或失当行为得不到有效
遏制，导致学生养成不良行为习惯，
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有必要对容易
混淆的惩戒、惩罚、体罚作一个厘
清。从根本意义上来看，惩戒侧重于

“戒”，而惩罚侧重于“罚”，惩罚以
罚为目的，它的教育意义要远远弱于
教育惩戒。体罚与惩罚相比，它是一
种直接伤害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
的惩罚方式，体罚是绝对应该遭到摒
弃的。只要对教育惩戒有一个正确的
认识，就不会出现对教育惩戒权的误
解。

要避免出现以爱的名义来逃避或
反对惩戒的不理智行为。高尔基认
为：“爱护自己的孩子，这是母鸡都
会做的，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
术。”当前，在民主教育、赏识教
育、爱的教育的影响下，如今的教
育，竟陷入一种孩子在学校没有教师
敢管的尴尬局面。这和部分家长打着
爱的名义来反对或逃避教育惩戒有
关。不少家长对孩子的种种要求可谓
是百依百顺，很少去惩戒孩子。如果
教师惩戒行为发生，个别不明事理的
家长会四处投诉告状，甚至威胁殴打
教师。很多教师因为管理与惩戒学生
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在学生
犯错时，有些教师选择了沉默，放下
了手中的戒尺。为此，有人发出了这
样的感概：如果教师不再严格教育和

管理学生，学生怎么学会敬畏和遵守
规矩？对于家长来说，爱孩子并没
有 错 ， 错 的 是 以 爱 的 名 义 偏 袒 孩
子，从而逃避或反对教育惩戒，而
只有对孩子进行必要的教育惩戒才
是真爱孩子。

全国两会期间，曾有人大代表
建议赋予教师一定的惩戒权，引起
网络热议。该代表建议，把教育惩
戒权的内容列出来，廓清惩戒范围，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下来，教师才
能够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履行自己
的教育教学管理权，也能够从法律
上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不受到侵害，
保证教师的教育惩戒权得以理性回
归。

概言之，教育惩戒权的理性回
归需要以法律为准绳。教育惩戒作
为一种管理和教育孩子的方式，不
可不用，亦不可滥用。对于犯错的孩
子，必要的惩戒不可缺失，但是，如
何把握惩戒的度，把教育惩戒控制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课题。为此，政府、相关教
育行政部门须结合我国教育实际，尽
快制定教育惩戒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不合理的教育惩戒，保障教师合法权
益。

（作者系周口师范学院教育科学
学院讲师，本文系 2019 年度河南省
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一般项目“中
小学教师教学机智养成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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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课程基地建设促进育人模式转
型，是江苏省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的
探索。新时代课程基地建设，在“立
德树人”与“新时代文化发展”上，
应该有新的目标、新的追求、新的使
命。

课程，从广义上讲，是学校一切
有意义与价值之生活的总和。从狭义
上讲，课程即跑道，是学校落实教育
目标的路径与方法。在新时代课程发
展的背景下，基层学校在落实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一根本问题时，校长与教师需
要对课程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有清醒
认识、对课程文化的民族性有自觉认
同、对学校文化发展的育人价值有充
分运用。也只有这样，基础教育课程
基地建设才能更好地体现时代价值，
才能更好地促进新时代学校文化创
新。

诚如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
迪厄所说：“学校教育是维持形式上教
育平等的意识形态，而课程作为教育
的内容，作为合法的文化，作为一种
文化资本，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起到
举足轻重的作用。”学校的课程文化应
传承主流文化意识并作用于社会发
展，体现出必要的社会性与国家意志。

当下中国教育面临着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们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会更
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是党之大业、国
之大业”的意义所在,更精确地理解什
么叫“大爱大德大情怀”：爱党爱国爱
集体、爱亲爱友爱自己，用课程铺垫
爱的道路，用课程架构德行养成，用
课程厚植爱国情怀。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把课程文化的意识形态之弦
绷紧，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充分体现社
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去引领教育发展，使新时代
学校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上发挥更充分的作用。

中华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孕育了
无数充满东方智慧的中国教育思想，

“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法自然、
遵道而行”“因材施教、有教无类”
等，既与传统哲学一脉相承，也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丢不得，也从来
不会在根本上丢失。在走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关键期，学校教育面
临着培养未来中国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者的崇高使命，我们既要有全球
视野掌握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
向，更需要有必要的课程文化自信与
文化自觉，在新时代课程改革及学校
文化创新中，飘扬起“立足中国大地
办教育”的鲜明旗帜，迸发出“中国
教育中国气派”的精神气概。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道路上，坚持
课程文化的民族性，是课程及学校发
展的文化自信，更是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的道路自信，也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真正迈向“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发展的根本要求。教育现代化发展，
一定是受教育者的潜能更充分地被激
发、创新创造能力更有效地被培养、
团结奋斗精神更有力地被塑造的过
程。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就是要坚
持素质教育发展方向、坚持人的全面
发展方向、坚持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思
想，实现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革命
文化进校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校
园。通过课程基地建设实现学校整体
性课程改革，充分地释放学校的办学
活力与学生的成长活力，从而使课程
基地成为学校整体性课程改革的理想
平台，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总任务
的全新阵地，成为新时代学校文化建
设的创新实践，成为素质教育发展的
梦想舞台。

“让坚定的理想信念教育与英雄主
义教育有机融合起来，让爱国主义思
想与地球村的全球发展思想有效融合
起来，让伟大奋斗精神与社会主义建

设者的岗位奉献结合起来，让伟大的
团结精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
大成就结合起来，让伟大的梦想精神
与夸父逐日等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远
古神话结合起来。”这是“新时代中国
教育高品质发展”的时代风采。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的理想
蓝图已经绘就,教育战线的同志们逐梦
而行，唯有奋斗。新时代需要无数个

“仰望星空、脚踩大地”的实干者,将
“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目标，细心、用
心、耐心地呵护每一颗童心的生长；
新时代需要有无数个“遵道而行、守
正创新”的实践者,将“教育规律”作
为发展的要义，立足初心搞教学，抓
住本质办教育，以受教育者“人的发
展”为终极目标；新时代需要有无数
个“怀揣梦想、逐梦而行”的行动者,
思索着“教育的根在哪里，走向何
方”，在实践中主动学习、大胆探索、
积极行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文化
自信，推动“一间间教室、一所所学
校、一个个区域”的变化与发展，逐
梦而行在中国大地上。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胜浦
实验小学副校长，江苏省基础教育课
程基地建设指导中心兼职研究员，本
文节选自他于2019年江苏省“课程基
地建设促进学校文化创新的江苏实
践”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以课程基地建设促学校文化创新
张向阳

4月3日《中国教育报》校长周
刊8版“三味”栏目刊登了栗明方、
潘明华撰写的 《科研兴校，用好

“四块糖”》一文，文中提到：校长
是学校的旗帜，科研兴校的质量与
校长的科研素质高低有着直接的关
系。校长要引领、感染教师做好科
研工作，应具备“四块糖”的素
质：强烈的教育科研意识、较高的教
育理论水平、科学的科研管理能力、
较强的教育科研能力，笔者对此深有
感触。

如果一名校长真正具备这样的科
研素质，带头做教育科研，担任课题
主持人，对教师是一种引领，也是一
种示范，更能营造浓厚的学术研究氛
围，促进教师专业成长。那么，学校
教育科研工作这列火车在“车头”的
带动下，一定会飞驰起来，从而促进
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实现科研兴
教、科研兴校。

然而当下具备这样科研素质的校
长并不多，他们更多的则是口头上重
视科研，行动上敷衍科研，有意无意
地在倡导科研无用论。其主要表现
为，校长不俯下身来做科研，而只是
挂名课题主持人，这样的影响是十分
消极的。课题研究本是一件很严肃、
很严谨的事，校长不参与实际的科研
工作，却也能博一个主持人的虚名，

“捞”一张所谓的研究成果证书，这
无疑是将科研工作当儿戏。

校长当“甩手掌柜”，为什么还
要挂名主持人呢？功利心使然，为了
给评职、评模、评优等增加筹码。校
长这样做，表面看是在带头做科研，
是在支持学校的教育科研工作，实际

上却是一种假象，可谓是在打着做科
研的旗号在反科研，这在一定程度上
助长了学术腐败，宣扬了做教研的功
利性，违背了科研的本质特点，扰乱
了学校的教研生态，成为教师学术研
究的反面教材。这样做科研，比不做
科研影响还坏。

当下，有一些学校做课题时，仍
停留在纸上谈兵的层面，并没有做出
成效来。课题研究变了味，做课题变
成了想当然地写课题。立项时，随意
确立个课题；中期，根本不去进行具
体的实践研究；后期，坐等结题通
知。结题通知一来，大家手忙脚乱、
东拼西凑后便万事大吉。最后得到个
结题证书，学校和课题组成员各取所
需，皆大欢喜。可以说，教师“被研
究”“假研究”，做无用功，跟学校领
导不正确的科研观引导不无关系。

科学研究不问出身，科学面前人
人平等。不论是一线教师，还是学校
领导，如果有能力，有兴趣，有教改
的思想，都可以担任课题负责人。校
长如果担任课题主持人，就要沉下心
来，练就“四块糖”的本领，担负起
主持人的责任，用自己的科研素质去
引导和感染教师。如果受各方面条件
的限制，不能身体力行去做科研，那
也应该充分认识到教育科研在教学改
革中的重要性，给教师做教育科研以
鼎力支持。校长无论是带头做，还是
给教师做教育科研“开绿灯”，对学
校教研工作都是一种推动。

衷心希望“伪科研”离学校、离
教育越来越远。

（作者系河北省平泉市城区中心
校副校长）

校长应带头对“伪科研”说不
李福忠

叙事

我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但
是扪心自问，我是学生眼中的好老师
吗？

在我的教师生涯中，不堪回首的
教育故事有很多。每每回想起这些故
事，我都心怀愧疚，而这些宝贵的故
事也一直时刻提醒我和同事不要重蹈
覆辙。也正因如此，从普通教师到中
层干部再到副校长，我始终坚持和学
生不定期“约会”。

拒绝“冷暴力”
记得那年高一下学期的一次晚自

修，几乎从来没有和我交流过的学生
小陈，问了我一些学科上她不懂的地
方。我发现小陈问的内容很有价值，
于是写了一张小纸条给她，表达了我
的赞许之情，并鼓励她多和教师交
流。第二天，她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了

一封长信，在信里，她告诉我，正是
因为我昨天小纸条的鼓励，她才有勇
气说出过去一个多学期度日如年的校
园生活。她尝试过换班级，学校没有
先例，不成；和家人商量换所学校，
妈妈担心从被视作当地最好的学校转
走会招致别人的不解，又不成⋯⋯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恰恰是我，
因 为 我 对 她 视 若 空 气 的 “ 冷 暴
力”——平时几乎从不和她交流，更
谈不上对她的表扬和鼓励。相反，表
现稍有差池就是一顿训斥，特别是我
平时看待她的眼神都会让她“不寒而
栗”。

读完小陈写给我的那封长信的晚
上，我和她绕着操场不知道走了多少
圈。从小陈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
知道我差点儿害了一名学生的一生。
哪怕是学生真的犯错了，我这个做老
师的难道就能够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她

“打入冷宫”吗？小陈告诉我，类似受
我“迫害”的学生，还有班里的小胡
和小张。之后，我向他们表达了自己
真心实意的歉意，但是，我知道我带
给他们心灵上的伤害，可能一辈子都
无法抹去了。

不做“变色龙”
记得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学生给

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变色龙”。有一名
学生曾在“半月谈”（我和学生每半个
月进行一次的文字交流） 里和我说
道：“这世界变化最快的不是夏日的天
气，而是您的脾气。刚才还是满面笑
容的你，顷刻间‘乌云密布，倾盆大
雨’。”

其实，在和小陈交流时，她也同
样提到了和我交流时的这份恐惧感，
为此我还写了一封信给小陈，内容是
这样的：“请原谅老师毒辣犀利的眼神
给你造成的伤害。记得有一次你数学
考出了高分，我却用怀疑的眼神盯着
你，分明在传递着一种不信任的情
感。让本来就对数学充满畏惧的你，
因为我的质疑而备受打击。都说师生
交往不需要‘言语的承诺’，更多靠的
是眼睛传递的信息，而你没有从我这
儿得到一个温暖的拥抱，哪怕是一个
鼓励的眼神、信任的目光都没有。如
今想来，这些都深深刺伤了一颗敏感
而欲求上进的心灵，让我这个众人眼
里所谓的优秀班主任，每每想起，无
地自容。如今我才知道，一个好老
师，至少他平时的眼神是温润的，目
光是柔和的。有人告诉我，你们私下
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变色龙’，往往刚
才还在和同事谈笑风生，一到教室则
马上板起一张马脸，好像班里有谁欠
债不还似的⋯⋯”

我也在反思，我的性格其实并非
如此，我也喜欢笑啊！为什么一出现
在学生面前，就非得摆出个所谓师道
尊严的模样呢？国外有句谚语说得
好：教师就是面带微笑的知识。一个
只会用命令、讽刺、生硬的口吻而不
懂得用商量、鼓励、柔软的口吻和学
生交流的教师，怎么可能带得出一批
自信、阳光、宽容的学生来呢？

走出“冰河期”
还记得，一名学生在我批评他的

时候情绪突然爆发，哭着喊道：“每次

你都把那些陈年老账翻出来，生怕我
忘掉，你烦不烦？”这阵抢白还真的教
育了我，让我明白，教师翻旧账，无
非是想提醒学生“你曾经犯过错”，并
以此告诫学生“你应该听我的话”。但
往往事与愿违，学生变得越来越不听
话，甚至就不想听教师讲话，师生关
系进入了“冰河期”。

一名学生在“半月谈”里曾这样
写道：“老师，你这么喜欢隔壁班级，
建议你去当他们班的班主任好了。反
正，我们是不值得你喜欢的。”这些话
让我汗颜，我的初衷是给学生树立榜
样，以此激励他们奋发进取，但是

“榜样”教育在学生身上激起的却是愤
怒，而不是动力。这应验了家庭教育
中的一句话：“有一种伤害，叫作‘看
看别人家的孩子’。”

一 名 学 生 平 时 我 对 其 关 怀 备
至，嘘寒问暖。她每次看见我却老
远就要绕道走，当我就这个困惑和
她交流时却发现，原来问题还是出
在我身上。因为我每次和她交流的
内容，都是关于学习方面的 ， 给 她
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不是我所想象
的 精 神 动 力 。 她 希 望 下 次 遇 到 我
时，我们能谈点儿其他的，不要让
所有的交流跌入所谓谆谆教诲的窠臼
中。

在副校长的岗位上，我也时常在
想，什么样的教师，才是学生心目中
的好老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
是：喜欢学生，学生喜欢。这样的教
师，才是好老师，我希望自己既是一
名优秀教师，更是一个好老师。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副校长）

那些让我愧疚的那些让我愧疚的
终将让我前行

郑友民

国 外 有 句 谚 语 说 得
好：教师就是面带微笑的
知识。一个只会用命令、讽
刺、生硬的口吻而不懂得用
商量、鼓励、柔软的口吻和
学生交流的教师，怎么可能
带得出一批自信、阳光、宽
容的学生来呢？

“

”

郑友民郑友民 （（左二左二）） 和学生不和学生不
定期的定期的““约会约会””，，拉进师生心拉进师生心
理距离理距离。。 刘惠震刘惠震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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