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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评 /

从现实来看，社会公众一直期待教育惩
戒细则早日出台，以解决由来已久的教师

“不敢管”或“滥用惩戒”等现象。那么，
如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笔者认为，规定应
该包括以下方面。

教育惩戒应详细规定惩戒类型。现行法
律中对于教育惩戒类型有明确规定：警告、
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 （义
务教育阶段不能使用），但整体来看这些类
型还不够详细，而且针对的主要是严重的失
范行为。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为了教育目
的而采取的惩戒措施，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在现实中无法使用，无法解决“教师不敢管
学生”的问题。

有学者研究国外教育惩戒的类型，具体
包括言语责备、隔离措施、剥夺某种权利、
没收、留校、惩戒性转学、警告、停学、开
除、体罚。通过比较其他国家或地区规定的
惩戒类型，笔者认为，我们的惩戒种类可以
大致分为批评教育、一定范围内自我检讨、
在教室罚站 30 分钟以内、没收违纪物品、
课后留校、罚抄作业一定次数、赔礼道歉、
取消资格或限制行为、全校通报批评、课余
时间劳动、限制社交行为、罚款、隔离学习

（对于失范行为严重者，安排单独时间和场
所补课） 等。

对于每一类型的惩戒措施，应该详细规
定其适用的范围。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许
多中小学在这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值得借
鉴。例如，台北某中学的校规中就列举了惩
戒措施。对于较轻失范行为可以用的惩戒措
施有劝导或口头训诫、参加课程表以外活
动、通知父母或监护人配合辅导、反省道
歉、修复或赔偿损坏公私财物、其他适当辅
导措施。对于较重的失范行为可以采取的惩
戒措施有警告、小过、大过、特别处置。这
些规定内容详尽，值得借鉴。

此外，法律或校规应明确规定惩戒设立
与实施的基本原则，如合法合宪原则、惩戒
规定明确性原则、平等与公正合理原则、尊
重与保密原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
充分救济原则，等等。

当然，法律和校规还应规定惩戒和体罚
的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辨别是
否构成体罚。一是惩罚措施是否有合法依
据。教师使用了校规没有明文规定的惩罚手
段，则构成体罚。二是惩戒程序是否合理。
如果惩戒程序不合理，则构成变相体罚。例
如，校规规定可以对学生在教室罚站 20 分
钟，教师让学生到教学楼门口、操场等公共
场合罚站，就是变相体罚。因为该罚站成了
一种示众行为，对学生的心理伤害已经超过
了校规的处罚目的。三是对惩戒行为是否进
行了不合理的传播。例如，有的教师将学生
罚站照片上传到班级家长微信群，这就构成
了对于学生及其家长的人格伤害，违反了校
规的原意，故构成变相体罚。四是教师实施
惩戒措施时是否考虑了特定学生的具体特
点。教师对自己的学生应当非常了解，所使
用的惩戒措施也应当符合学生的性格特点。
同时，还要考虑适用惩戒的具体情境，如学
生是否生病、家庭是否有重大变故发生、是
否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学生精神和情感的因
素，这些因素都应该综合考虑。

法律与校规应当建立充分合理的学生权
利保护体系。惩戒对于学生的人身、精神、
学习权都可能产生损害，甚至会剥夺其受教
育权，因此完善的教育惩戒制度必然包含充
分合理的权利救济机制。应当承认，在教育
惩戒法律关系中，学生处于劣势地位，从全
面保护学生权利的角度而言，应当建立针对
教育惩戒的申诉制度、复议制度、行政诉讼
制度、行政赔偿制度。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教鞭”到底该如何落下

有必要进一步明晰惩戒细则
任海涛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来
自某外语培训机构的多名外
教因吸毒被抓，频发的外教
问题搅动着中国外教市场的
一池春水。联想到早先有涉
嫌猥亵儿童的外教在中国学
校任职，我们不得不做出反
思：是时候规范外教市场了。

“如果你是一个会说英语
的白人，那你肯定能在中国
找到一份教英文的工作。即
便你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教
师证，没有工作签证，很多
学校仍然愿意聘用你。”据了
解，这是流传于业界的一句

“名言”。窥一斑而见全豹，
外教市场存在的问题不少：
对“白人脸”的盲目信任、
推 崇 母 语 为 英 语 国 家 的 外
教、对国际化教学的盲目期
待。而一些无教学经验、无
教学热情、无职业精神的外
教屡屡出现问题，着实扇着
现实的耳光。

正本溯源，寻找外教市
场乱象丛生的原因，方能从
根本上加以整顿。随着留学
热潮持续兴起，需要外教授
课的课程种类也在剧增，已
经从教英语类考试的托福、
雅思，扩展到美国大学先修
课 程 或 美 国 大 学 预 修 课 程
等。培训行业对外教的需求
相当大，而有资质、高素质
的外教人才稀缺。据报道，
供需的巨大剪刀差让外教市
场捉襟见肘，用人学校或机
构挑选的余地小，于是有的
地方就出现了简单面试几句
就签约录用的现象。

据了解，在一些地方，
在职位、工作时间、课程都
相同的情况下，外教的待遇
普遍高于本土外语教师，而
低门槛的“外教准入”则让
部分外教产生高人一等的幻
念。有的外教抱着来中国玩
玩的心态，在旅游期间找个
学校挣点钱，然后拍屁股走

人，或者以不适应“成绩导
向”为借口，嫌弃待遇还不
够 好 ， 视 严 肃 的 教 育 为 儿
戏。外教流动率高有外教本
身的原因，中介或招聘公司
也脱不了干系。外国人来华
工作许可制度规定，外国语
言教学人员必须具有大学学
士及以上学位、具有两年以
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才能取
得工作许可，且原则上应从
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当外
教成为一门生意，据媒体调
查，一些中介机构为了获取
佣金而不择手段，为此不惜
哄骗，极力迎合外教，甚至
帮助外教编造假文凭，非法
办理从教证书，相关部门的
规定落实也便打了折扣。监
管方面某种程度的缺位，让
不法中介有空可钻。

拥有教师从教资格证，
并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教
育理念，懂得心理学、对中
国历史文化有一定的了解，
这应当成为外教的标配。而
当务之急是对外教市场的乱
象 做 一 次 全 面 的 整 顿 。 比
如，监管部门要严查中介机
构隐瞒、伪造外教身份、学
历和工作经历等行为，提升
中介的违法成本。用人单位
在聘请外教时，要加强对其
资质的审核，完善对外教教
学效果的评价体系，把好用
人关。未来应建立外教专家
信息和公共就业平台，实施
外教资质评审登记和分级就
业指导，公开、透明、阳光
地聘请优秀外教人才。

当外教稀缺的现实得到
改 善 ， 当 用 人 单 位 合 理 选
才，当监管部门奖惩有度、
有法可依，当家长减少一些
盲目和焦虑，我们才敢无愧
地对孩子们说，我们给了你
们最好的教育支持。

（作者系浙江省开化县华
埠中学教师）

规范外教市场势在必行
郑黎明

/ 一家之言 /

又到一年毕业时，每一
所学校在毕业生离校之前，
都会组织学生拍毕业照。

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人
对照相时谁站“C位”、谁坐
前排议论纷纷。在我看来，
谁坐在中间、谁坐在前排，
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
否 将 毕 业 照 拍 得 有 教 育 意
味，或者在这一看似平常的
行为中注入更多的教育元素。

众所周知，毕业照是毕
业生结束一段学习生活、开
始新的征程的留念，是一段
同窗友谊、师生情谊得以物
化的纪念。很大程度上，毕
业照和毕业典礼一样，是离
开母校的最后一课，也是一
次非常珍贵的团圆照，就像
过年时许多家庭都照全家福
一样。分别在即，留下一张
笑脸，是为了珍视彼此，也
是最好的纪念。

作为学校管理者，不能
小看了毕业照的重要意义，
认为其可有可无。相反，要
在毕业照上多做文章，做大
文章。让瞬间成为永恒，让
回忆永藏心中，首先需要做
到班级乃至整个年级的毕业
生不缺席，即该参加的一个
都不能少。从现实来看，个
别学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原
因而无法参加毕业照拍摄，
原本团结友爱的班级由于少
了某位同学，未来翻看相片
时“遍插茱萸少一人”，多少
让人觉得遗憾。对此，学校
应该早做通知，让学生合理
安排好时间。学生如果遇到
困难，学校应该及时帮助解
决，保证全员出席。

在冲洗相片时，建议学
校能在相片下面一一准确标
注上每个人的名字。从现实

来看，时隔多年以后，很多
人会想不起当年同学或老师
乃至校长的名字，而标注名
字是一种很好的提醒，也是
值得推广的做法。

拍摄时，学校还要多发
挥创意，不管是举行哪怕一
个很小的仪式，还是因地制
宜别出心裁搞点花样，都会
让毕业照变得难忘。例如，
有媒体报道，河南省洛阳市
实验小学六年级某班的小朋
友们拍毕业照时，在操场摆
出笑脸图案、班级名称字样
等进行航拍，为他们的小学
生活画上句号，留下了属于
他们的校园回忆。没有相关
条件的学校，可以发挥其他
创意，如让学生带上自己最
喜欢的一本书或一件送给母
校的小礼物拍照，也可以让
学生和老师自由搭配，摆出
最优美的姿势，让毕业照上
的笑脸绽放得更灿烂。

毕业照对于学生和学校
来 说 ， 都 有 很 强 的 纪 念 意
义，其所承载的同窗情、师
生情、母校情，所凝聚的少
年时代、青春时代的回忆，
随着时间流逝，愈发显得珍
贵。因此，学校一方面要让毕
业照力求包装得体，适合长时
间保存，并予以一定美化；另
一方面也力争为毕业年级之
外的每届学生都拍照留念，见
证他们的一年年成长，并存留
一份放入校史馆，以便回忆青
春。在小小的毕业照上多下
功夫，实际上更能反映出学校
管理者的教育智慧，彰显学校
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和有温度
的文化内涵，最终让学生对母
校更加爱戴。

（作者系山东省滕州市东
郭镇中心小学教师）

小毕业照可做大文章
张静

据中国之声报道，不久前，剑桥通用
五级考试网站开放了 2019 年 10 月 19 日
KET 和 PET 校园版考试网上报名的通道，
短短几分钟，考点便显示报名人数已满。
有网友表示，上海考点瞬间报满，周边省
市名额也很快被一抢而空，四五百元的报
名费被一些黄牛炒到了四五千元。

一场英语考试竟如此火爆，甚至衍生
出许多段子，这多少让人始料未及，也真
实展现了另一种教育培训热。据了解，剑
桥通用英语分为五个等级，这次的 KET
和PET是较低的两个级别，分别属于基础
和中级英语水平认证，考试通过后会获得
资格证书。有世界名校效应的加持，此类
本属于小众化的考试尽管提供了不错的

“能力”认证机会，但透过火爆的报名场
景，很难说没有一部分家长非理性的跟
风。

盲目为孩子报名，当然不值得提倡，
但背后真实的家长焦虑也需要正视。如一
些家长直言，最近几年不少知名的学科竞
赛被相继叫停，市面上能考的证书变少
了，扎堆报名剑桥英语考试便成为家长们
为数不多的可选项之一。而一些地方的小
升初招生，的确认可这类证书。换言之，
在近年来多数学科竞赛被叫停后，一些家
长又开始为孩子寻找新的“赛道”。一些

“赛道”几乎变成了“独木桥”，报名场面
火爆其实不让人意外。这也反映出一个问
题：淡化竞赛热、培训热，如果单纯叫停
比赛项目，家长难免从其他渠道“找补”
回来。从这种角度看，纾解家长的择校焦
虑才是根本。

在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近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明确提
出，要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免试就近入学全
覆盖，并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
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但现实
中，一些学校招生时还是会倾向于认可各
类考试、竞赛的成绩和证书，这导致部分
家长不得不为孩子谋求课业成绩之外的

“敲门砖”。
另外，诚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当前

我们的教育评价体系仍显得过于单一。受
此影响，考证也便成了一些家长为孩子谋
求中考、高考之外的社会认可的一种渠
道。反之，如果常规教育体系本身能给孩
子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自然能让家长
少一些课外的“找补”。当然，多数家长
带着孩子奔波在“人在证途”，更现实的
出发点可能还是希望在升学以及择校上拥
有比较优势，这就倒逼加大教育资源均衡
分配的力度。

家长因择校、升学、教育评价等方面
而产生的教育焦虑，最终将引发种种过度
的竞争行为，实际上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老
问题，相关讨论和分析也可谓汗牛充栋。
近年来，教育改革的推动也正在着力解决

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从现实反馈来看，
相关改革和投入的力度还需要持续加大。
一定程度上，家长们的现实选择也是相关
改革最真实最具说服力的评价刻度。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英语考级热背后是家长教育焦虑
朱昌俊

面对中小学生管理和教育中的难
题，不少声音呼吁把教育惩戒权还给
教师。如今，教育部表示将明晰教育
惩戒权的行使，这对教师管理和教育
学生来说，多了一个手段和方法，是一
件好事。然而，拥有了教育惩戒权，教
师该怎么用呢？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基
础是什么？

此前一段时间里，关于教师是否该
拥有教育惩戒权的讨论比较热烈，各种
意见不一而足。在激烈的讨论中，笔者
注意到，关于教育惩戒权的行使，不少
人忽视了一个关键点，即只是一味地在
为教师争取教育惩戒权，对教师在什么
情况下更能发挥好教育惩戒的作用缺
少反思。毫无疑问，后者才是教育惩戒
权能否真正还给教师的关键。

把教育惩戒权还给教师，其实非
常容易，但怎样保证学生不因承受不
了教育惩戒而采取极端行为的情况发
生，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笔者
认为，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要综合考
虑多种因素，这样才能更好发挥育人
作用。

一是在教师足够爱学生，且学生
能感受到教师的爱的情况下能更好发
挥教育惩戒的作用。爱自己的学生，
对教师来说基本能做到。但仅有爱还
不够，还要发自内心地爱学生，且教师
对学生的这份爱，学生应该能感受到
并做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教师行
使教育惩戒权，学生会认为教师是真
心为自己好。没有这个基础，教育惩
戒不仅没有效果，甚至可能导致学生
怨恨教师。

二是在切实维护学生尊严且学生
感到被尊重的情况下，教师能更好行

使教育惩戒权。个别教师惩戒违反规
定的学生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做
法，不顾学生尊严，甚至采用侮辱性的
话语或行为，导致学生尊严受到伤
害。此种情况下，学生不仅难以接受，
还会采取行动反抗，导致严重后果。

三是在教师赢得学生高度认可且
师生关系融洽的情况下能更好发挥教
育惩戒的效果。师生间有隔阂，如果
遇到学生违规违纪，教师在行使教育
惩戒权时，容易使得学生不接受，对教
师的惩戒行为做出误判，进而采取抵
触措施。

四是要综合考虑学生家庭环境、
亲子关系的实际，适当行使教育惩戒
权。在学生管理中，令教师头疼的是
一些学生家庭存在问题，亲子关系不
佳。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容
易自卑，也比较敏感，遇事容易钻牛角
尖。如何管理这样的学生，对教师的
智慧和耐心来说都是考验。

以上这四个方面，笔者认为，是教
师行使教育惩戒权时应认真把握的。
教育的成败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和环境
基础上的，教育惩戒也是一样。如果
条件不成熟或不适合，教育惩戒很难
发挥应有的作用。

谈到此处，回头来看，笔者发现，
如果教师能做到以上这些方面，教育
惩戒权似乎也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似
乎又回到了教育的本质，即爱的教
育。笔者坚信，教师和家长对孩子充
分而足够的爱，自然会让教育少了一
些难题。笔者也坚信，所有的教育工
作者都希望不使用教育惩戒权，而是
用爱让教育变得润物无声。

（作者系本报记者）

行使惩戒权要考虑多种因素
蒋夫尔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教育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的要求，研究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同时将抓紧修订《教师法》的有关规
定，从法律规定上进一步明晰教师教育惩戒权的行使，保障教师有效地行使惩戒权，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

石向阳 绘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印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热议。《意
见》作为新时代指导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
纲领性文件，瞄准义务教育和教育教学改
革以及劳动教育，旨在全面提升教育质
量。暑假即将开始，家长、学校和社会有必
要利用暑假，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好劳动教
育，发挥好劳动教育的综合育人功能。

家务劳动不分民族、无论南北、不论

天气，城乡孩子皆宜。家庭是育人的重要
空间，家长是育人的重要主体。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家庭的育
人功能都是不可替代的。家务劳动是家庭
教育的有效形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载
体，是增加亲情的重要纽带。让孩子承担
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不仅有利于强化其
作为一名家庭成员的角色意识，也有利于
培养孩子的良好品德与情操。整理家务，
不仅是体力活，也是脑力活，孩子们收拾
房间的过程中可以锻炼分类、统筹管理的
能力。另外，指定他们承担一些具体的家
务活，如给花草浇水，还能增强他们的责
任心，亲身参与营造干净优美的环境，这
岂不是两全其美？

结合孩子们暑假期间的学习和闲暇活
动安排，教师、家长和社会可以共同组织

好孩子们的校外劳动活动。远离自然是城
市孩子和乡村孩子的通病，即便是就读于
乡村学校的孩子，校园外山坡上的动植物
可能也与他们无缘。更有甚者，对自家屋
后的树、舍前的花草和蔬菜全然无知。引
导孩子们在适宜的田地、山林、草场或劳
动教育实验区参加农业生产，观察禾苗生
产、感受割麦插禾，相信他们面对饱满果
实的麦子、稻谷和各类果树时，一定能更
加深刻地体会收获的美好，也会更加珍惜
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有条件的孩子
也可以去参加各种工业、商业、服务业活
动，初步树立职业认知，指引未来职业技
能储备的方向，感受各行各业产品与服务
的丰富多样以及生产技术的日新月异。

待到 9 月开学季，学校也可以灵活组
织起各种校园劳动。经过一个暑假，操

场、墙缝里的杂草很高了，可以拔一拔；
教室的门窗和地面可能有了厚厚的灰尘，
需要擦一擦⋯⋯新到的书本，孩子们自己
去搬一搬、分一分，新书的香味一定能增
加他们对新知的渴望，共同的汗水一定能
增进他们的同窗友谊。

其实，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
动，无论是有偿劳动还是义务劳动，无论
是室内劳动还是室外劳动，无论是农业劳
动还是工业、服务业劳动，都是为了培养
孩子们正确的劳动观念、劳动意识。劳动
没有贵贱，最终是为了帮助孩子们了解和
习得初步的劳动技能，形成尊重劳动、热
爱劳动的品德和吃苦耐劳精神。孩子爱劳
动，方能创造美好生活。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暑期是劳动教育的好时机
周秀平

劳动没有贵贱，最终是为了
帮助孩子们了解和习得初步的劳
动技能，形成尊重劳动、热爱劳
动的品德和吃苦耐劳精神。孩子
爱劳动，方能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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