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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今晚报》报道，日前，杭州一
所重点小学的老师秦女士，因其上小学
的孩子一次考试某科考了98分，觉得
自己非常失败。经诊断，秦女士患上了
严重的抑郁症。有心理咨询师提醒家
长，虽然这样的案例比较少见，但体现
了目前很多家长望子成龙、急于求成的
心态。这样教育孩子不仅不能起到正向
作用，反而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
飞狗跳”，这是很多家长辅导孩子时的
写照。其实，真正能教育好孩子的，都
是有耐心的家长。教育是一个漫长且复
杂的过程，家长不能心急，除了陪着孩
子学习外，还要抽出时间陪孩子玩，适
当玩耍并不会影响学习。

一写作业就吵架？

/ 漫话 /

/ 一家之言 /

评
今日

锐

/ 快评 /

据报道，有媒体记者日前从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官网获悉，《山
东省学前教育条例》 经山东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条例》 要求，幼儿园应加强
对视频图像资料的存储保管，确
保视频图像资料的有效性。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
“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加强
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 ”，《条
例》 可以说是回应了国家和社会
舆论对幼儿园安全的关切。但从
现实看，虽然幼儿园安装了视频
监控系统，但还是不能完全避免
安全事件发生。比如，前不久，
一家上市的幼儿园集团的下属幼
儿园就曝出“外教涉嫌猥亵女童

案”，而该园其实安装了视频监控
系统。因此，山东出台 《条例》
强调对视频图像资料的保管，以
及确保视频图像资料的有效性，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除此之外，
做好幼儿园安全工作，还需要完
善家长委员会参与幼儿园办园机
制，由家长委员会参与决定如何
安装监控、怎样使用监控等。

在一些地方发生幼儿园虐童
事件后，社会舆论呼吁给幼儿园
安装监控系统，让家长随时了解
孩子在园情况。但此种要求也引
发部分争议，一些人担心无处不
在的监控会侵犯幼儿的隐私，影
响教师的日常教学；也有人担心
即 使 安 装 监 控 ， 如 果 监 控 “ 失
灵”，无疑让监控形同虚设。

落实“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
手段，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
管”的要求，应该充分发挥家长
委员会的作用。在笔者看来，在
幼儿园安装、使用监控设备，包
括安装在何处、哪些人在哪些场
合可调用监控信息等，应从尊重

幼 儿 权 益 、 维 护 幼 儿 园 秩 序 出
发，多听取幼儿家长和家长委员
会的意见。如果不听取家长委员
会的意见，单纯由幼儿园一方决
定，很可能出现安装、使用监控
的争议，以及出了安全事件后，
家长要看监控视频但视频监控资
料缺失等问题。

只有建立真正能参与幼儿园
办园监督、管理的家委会，推进
幼儿园民主管理，才能提高幼儿
园办园的透明度。简单来说，园
方安装监控、使用监控只是内部
监督，教育部早在 2012 年就要求
幼儿园、中小学成立家委会，但
有不少幼儿园没有成立，或虽然

成立，却起不到参与办园、监督
幼儿园的作用。当前，面对一些
地方发生的幼儿园安全问题，家
长们有很强的维权意识，因此应
把这一维权意识转化为建立能发
挥作用的家委会的行动，这比安
装监控更有利于维护所有幼儿的
权利，也是推进幼儿园提高办园
质量的重要因素。

幼儿家长和社会舆论要求幼
儿园安装监控还有一个原因，那
就是因极少数幼儿教师的违规行
为而对多数幼儿教师缺乏信任，
这就需要提高幼师的整体素质和
幼教的整体质量。我国各地幼儿
园招聘幼师，都十分重视师德，
会考察应聘者有无暴力倾向。但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由于待
遇低，工作压力大，尤其是民办
园的幼儿教师，对优秀人才缺乏
一定的吸引力。从这种角度看，
全面提高幼师素质，必须提高相
关待遇，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

根 据 教 育 部 公 布 的 数 据 ，
2018 年，我国在园幼儿为 4656.42

万 人 ，学 前 教 育 毛 入 园 率 达 到
81.7%。其中，民办园在园幼儿为
2639.78 万人，这意味着有 56%的幼
儿在民办园就读。我国今年年初
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
出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的任务，
实现这一任务，一方面必须提高公
办园比重、普惠园的供给，另一
方 面 要 整 体 提 高 学 前 教 育 的 质
量，并加快学前教育立法工作。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已成立
学前教育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牵
头开展学前教育法起草工作，多
次举行专题立法座谈会，组织开
展立法调研和专题研究，目前已
经初步形成了草案文本。草案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学前教育事业
属性地位、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责任、体制机制保障、违法违规
办园行为惩治等问题。期待学前
教育法能破解长期制约学前教育
改革发展的瓶颈问题，为幼儿健
康成长提供法律保障。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

办安全透明幼儿园须机制发力
熊丙奇

“十一”长假里，“旅游”是绝
对的热词。在各地的旅游信息中，
山西的一条动态与众不同。据新华
社报道，国庆期间，山西一些知名
红色旅游景点景区迎来了诸多亲子
游客、研学团队。其中，武乡县依
托太行少年军校，吸引了北京、江
苏以及山西周边省份的研学青少
年。“十一”的火爆只是缩影，近
一年来，武乡县已接待来自全国各
地 20000 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研
学实践活动。

山西红色研学的火爆，折射的
是“红色”和“研学”两个关键词
的热度。“红色”在新中国的建设
历程中文化内涵丰富。70年来，它
所代表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奠定

了数代中国人对国家的情感基础。
长假期间，诸多家庭选择“红色”
作为亲子游的主题，正是社会主流
心理的现实投射。而“研学”则是
热度持续升温的教育话题。国内外
经验表明，研学旅行通过把学习与
旅行实践相结合，把学校教育和校
外教育相衔接，有助于培养中小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近年来，研学方兴未艾，在
2016 年教育部等 11 部门印发 《关
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后，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主导的公
益研学日渐兴起，说明研学已开始
成为教育领域的一门“显学”。

值得注意的是，研学引起的争
议也为数不少。这里尤其需要强调

的是，研学的本质是教育行为，注
重学游并举、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以此达到特定的学习目的。当前研
学的形式、内容以及市场尚处于完
善之中，各种研学活动良莠不齐。
部分商业机构受利益驱使，设计远
超中小学生实际需要的“海外游
学”等主题，实际上是把主要注意
力放在家长的腰包上。

对于公益性质的研学活动，尽
管不会落入过分逐利的陷阱，但在
教育效果的实现上仍然存在不甚明
了之处。有专家总结，当前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在三大问题上依然有
待求解：研学旅行课程的教育目
标不明确，活动随意性很大，育
人效果不理想；研学旅行课程的

教育内容浅层化，简单停留在集
体参观、浏览上；缺乏校内外课
程的整体性设计和统筹协调。如
果不能开发有效的教育手段，不
能提供有效的教育内容，那么研
学将失去“初心”，甚至有沦为花
拳绣腿之虞。

山西的红色研学为什么那么
火？主要原因在于基于太行精神和
红色旅游资源构建系列课程，推出
国防教育、军事特训、素质拓展、
农事劳作体验等活动，保证中小学
生进行充分的实地考察与体验。中
小学生真正能在研学中学到东西，
实现自我成长，无怪乎很多父母长
假期间自掏腰包也要陪孩子来一
趟。其实，全国有着丰富红色旅

游、教育资源的省份不在少数，但
像山西这样抓住破题之道的却并不
多。

从 这 个 角 度 看 ，“ 红 色 ” 和
“研学”两大热词的碰撞，擦出的
火花让人期待。经历即教育，体验
即成长。红色研学扎根中国大地，
不仅贴近学生生活，具有较强的感
染力、感召力，更重要的是多年来
围绕红色主题，各类社会组织已形
成了丰富有效的教育手段。不论研
学的组织者是谁，倘能加以挖掘整
合，以此实现研学的教育目的，对
于飞速发展的研学来说，都是很好
的示范，有助于青少年的未来发
展。

（作者系本报记者）

红色研学或可提供示范样本
高毅哲

据媒体报道，暑假期间人工流产手术量上升且接
受手术人群年轻化趋势明显，很多患者女生没有自
我保护意识，男生缺乏责任感，折射出未成年人相
关意识淡漠、性知识混乱，背后是性教育缺位的严峻
现实——性教育进校园常遭尴尬，性教育课程难以
开展。性健康教育是儿童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毋
庸讳言，这一环节在我国学校教育体系中仍然是明显
的短板。

为了推进校园性健康教育，我国在政策体系上其
实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布局。教育部于 2008 年下发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其中明确提出，中小学健
康教育内容包括五个领域，分别是健康行为与生活方
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安全
应急与避险，这标志着性健康教育作为正式教育内容
已经被确认和安排。国务院 2011 年发布的《中国儿童
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十三条措施，其中第
九条明确要加强对儿童的健康指导和干预，加强对儿
童开展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等
方面的教育和指导；第十一条更是进一步明确要将性
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但从国家统
计局 2016 年 10 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 年）》中期统计监测报告可以看到，虽然儿童健康
环境持续改善，国家已经建立了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儿童健康环境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但对于如
何进入学校课程体系只字未谈。

整体而言，校园性健康教育仍处于模糊与随意、迷
茫与摇摆之中，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位置
难摆”。到底把校园性健康教育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从
各地行政部门到学校、从家庭到社区，都颇感挠头，位
置摆不准，定位就不清楚。二是“观念难改”。许多中
小学教师及家长，对儿童性健康教育的内涵并不真正
了解。三是“门口难进”。有的学校认为会引起学生尴
尬，有的老师认为学生就该忙于学业，进行性教育是
完全没有必要的，甚至会影响学业，还有人认为推进
性健康教育会有“诱导”之嫌。四是“程度难把”。
由于缺乏标准，缺乏参考和依据，到底应该讲什么，
应讲到什么程度，以及该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都
缺乏具体规定。五是“效果难量”。如何评价性健康
教育的效果依然是一个现实难题。六是“后续难
继”。很多学校的性健康教育没有系统构建，后继乏
力。另外，性健康教育师资缺乏，也是难以持续有效
推进的重要因素。

补齐校园性健康教育的短板，需要有针对性地破
解上述难题。一方面要调整观念，通过性健康教育引
导儿童正确认识和接纳自己，对交友、恋爱、婚姻、家
庭、养育子女等逐步深入了解；另一方面，要确立校园
性健康教育作为正规主渠道的应有地位，同时构建社
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教育联动模式，在制度设计
上明确如何将性健康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
具体的学校教育中，不妨尝试多种灵活途径与举措，如
独立设课，利用专题教育课时，与心理健康融合，纳入
青春期教育，与生物等相关学科结合，进行学科渗透
等，逐步唤醒儿童的意识。

（作者系北京教科院课程中心副主任）

补齐性健康教育短板
王凯

做好幼儿园安全工
作，还需要完善家长委员
会参与幼儿园办园机制，
由家长委员会参与决定
如何安装监控、怎样使用
监控等。

石向阳

绘

/ 网言 /

暴徒肆虐香港的大学校园，竟
然将魔爪伸向老师。据报道，曾在
接受采访时发表反对示威言论的香
港理工大学讲师陈伟强，日前被大
批蒙面学生在课堂内围堵及批斗，
以激光笔照射及粗口指骂，前后禁
锢近5小时。

这是令人感到耻辱和震惊的一
幕！涉事学生集体围攻陈老师，无论
跋扈的态度，还是粗鄙的言辞，乃至
放肆的口吻，无不让人惊愕。要知道
他们面对的是老师，是一名传道授业
解惑的老师，是一名温文尔雅的老
师。如此暴戾的言行，让师道尊严荡
然无存，置尊师重道于何地？

更让人痛心的是，事发时，陈
老师在课堂上课。在这种场合攻击

和辱骂老师，更显卑劣，也更暴露
出涉事学生丧失了起码的教养，摒
弃了基本的尊师之道。

陈老师何辜，竟然遭此羞辱？
他只不过说了真话，只不过尽了本
分，也只不过展现了所应展现的良
知和正义感。据报道，陈伟强此前
受访时，认为应采用较严重的暴动
罪检控暴力示威者以止暴制乱，并
促请法庭重判，加强阻吓性。面对
日益严重的暴力，呼吁维护法治和
公义，何罪之有，何错之有？

如果连这样的义正辞严都被污
名化，如果连这样纯良的老师都被
攻击，那么只能说相关学生的灵魂
生病了，价值观出现了紊乱，只能
说他们太不知道好歹，分不清何谓

清何谓浊。
古人云：“为学莫重于尊师。”从

常理看，尊敬老师是学生在发蒙之初
就该学到的基本礼节，可这些学生已
读了大学，为何还不懂得基本的道
理？在为他们感到痛心的同时也许
该问，他们面目狰狞、举止失范的背
后，究竟折射出什么样的沉重现实？

在这起事件中，陈伟强所在的
专业及持续教育学院扮演的角色并
不光彩。据报道，禁锢事件扰攘近
5 小时，陈伟强被困期间曾多次报
案，但学院未让警察入校，以至于
没有警员到场处理。学院不让警察
入校，有何居心？如果学院尽到应
尽的责任，处置稍微果断些，预防
措施到位些，也许就能避免出现禁

锢事件，起码不会导致陈老师被禁
锢长达近5小时之久。

“师道既尊，学风自善。”教师
不被尊重，反衬出学校的学风难尽
如人意，也映衬出校风出现了问
题，起码说明该校的管理水平难以
让人恭维。无论什么样的大学，无
论浸润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教育学
生尊敬老师都应该是常识，也应该
是学校的基本课，而在学院出现围
攻老师的丑闻，学院的管理层难道
不该反躬自省？

其实，这几个月来，种种乱象无
不指向香港的教育现状。香港通识
教育的一些课本沦为反对派的宣传
品，有家长高呼“救救孩子”；“香港
教协”居然发起罢课，将政治带入校

园；甚至有老师向警察子女灌输“应
该对父亲做的事感到恶心”⋯⋯如
此种种，哪是诲人不倦，分明是毁人
不倦！有这样的病态教育，就难有
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也难以培养
出拥有正确价值观的孩子。

值得欣慰的是，在香港教育
界，不乏像陈伟强这样的老师，他
们反对暴力、尊重法治，他们对中国
人身份感到自豪，他们有强烈的正
义感和使命感。“少成若天性，习惯
之为常。”帮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的第
一颗“扣子”，需要更多陈老师挺身
而出，更需要香港相关部门实现源
头治理，通过制度变革净化土壤，
为孩子健康成长培植沃土。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客户端）

禁锢讲真话的老师，谁教坏了学生？
秦川

（上接第一版）
在学科专业调整上，教育部主动适应国家战略需

求，有力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对
接，增设物联网、大数据、轨道交通等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和改善民生急需专业，以及外语非通用语
种、家政学、儿科学等紧缺专业点。

“全面实施弹性学制，建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
转化制度、在线开放课程学习认证和学分认定制度，
这些政策大大激发了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活力。”吴岩
说，释放活力的同时，要更重视增强学生实践能力，
教育部深入实施“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倡导以学生为主体开展创新性实践。2019 年，
118 所部属高校、932 所地方高校的 3.84 万个项目立
项，参与学生人数共计 16.1 万，项目经费达 5.9 亿
元，有效提升了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为大学生实现梦想打开一扇美丽天窗

创新创业教育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展现风采、服
务国家的新平台。吴岩表示，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是我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
载体，为大学生实现创新创业梦想打开了一扇美丽的
天窗。5 年来，大赛累计有 230 万个团队的 947 万名
大学生参赛，开出了一堂“最大的创新大课”。

今年大赛在高教、职教、国际板块的基础上，拓
展了面向高中生的萌芽板块，实现了“更全面、更国
际、更中国、更教育、更创新”的办赛目标。共有来
自全球五大洲124个国家和地区、4093所院校的457
万名大学生、109万个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项目和学
生数接近前4届大赛的总和。其中，国际赛道有来自
120 个国家和地区、1153 所院校的 6000 多名大学生
参赛，大赛真正成为一场“百国千校”的世界大学生
创新创业盛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
学生的回信精神，100万名大学生、23.8万个创新创
业项目踏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对接农户 74.8 万
户、企业 24204 家，签订合作协议 16800 余项，产
生经济效益约64亿元。3年来，累计170万名大学生
踏上“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
情民情，坚定理想信念，锤炼意志品质，助力精准脱
贫扶贫和乡村振兴。

吴岩表示，大赛以赛促创效果显著，根据教育部
相关调研，赛后成立公司的项目中，近 90%是赛后
第一年成立，有一半左右的公司完成融资，19%的项
目完成5000万元以上的融资。实践类项目2018年的
年收入在 5000 万元以上的占比为 13%，最高的项目
年收入突破2亿元。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晒出“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