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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中央组织部等五部门
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意
见》明确提出，改革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评价机制，突出课堂教学质量和育人实
效的导向，制定与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岗
位特点相匹配的评价标准；完善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教学改革激励机制，引导广
大思政课教师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推进国家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建
设；健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表彰奖励机
制，选树优秀思政课教师先进典型，在
有关表彰中向思政课教师倾斜。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评价激励机制的
创新是推进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
抓手。要切实配齐建强师资队伍，打造
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
广、自律严、人格正，专职为主、专兼
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名师辈出
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离不开有效
科学的教师评价。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评
价机制要“以人为本、以质为本”，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评

价的核心，以教师教学质量作为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评价的关键。全面考虑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岗位的独特性要求与其特
点，关注省域、市域、校域之间中小学
思政课教师岗位的差异性与特殊性；同
时关注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岗位的结构
性、功能性差异，科学制定与中小学思
政课教师岗位特点、功能相匹配的评价
标准。

创新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评价机
制，应以教育教学为核心、以信息化为
手段、以名师为引领推进思政课教师队
伍建设。教育教学是思政课教师的生命
线，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是中小学生思想
品德课建设核心。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需
要不断夯实自身教育教学能力，根据学
生实际、国家需要、地方情况等加强对
思政课教学方法和内容编排的行动研
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积极鼓励
各级各类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灵活多样
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
项目，以提高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教学基
本功和综合授课能力作为培训目标，充

分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多媒体网络课
程、智慧学习平台，开展中小学思政课
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活动。建设一批
国家级中小学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以老
带新，积极发挥“传、帮、带”的示范
功能，提升中小学思政课青年教师的教
育教学能力；开设一批中小学思政课国
家级精品课程，推广、传播中小学思政
课教学名师的优秀教育教学方法，拓展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能力的
渠道及路径，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
人提高、人人互动”良性机制的形成。

创新中小学思政课教师的评价机
制，要健全表彰体系，以榜样育人、以
制度育人，激励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
的成长。为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

“立榜样、树标杆”，发挥榜样润物无
声、育人无形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甄
选优秀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模范、典型，
评选中小学思政课学科带头人、优秀教
师、教育教学先进个人等表彰活动。学
校可以根据思政课教师备课、讲课、评
课、作业等关键教育教学环节的表现，

有序有组织地设立优秀思政课教师表彰
制度，促进教师向身边的榜样学习、向
同伴学习；同时，要建立思政课教师的
惩罚机制，形成“奖优罚劣”的价值氛
围。将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表彰机制纳入
教师职称晋级、发展定级的重要依据，将
教师表彰机制与教师考评机制紧密结
合，形成“以表彰促考评”的思政课教师
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的教育教学积极性，推动其主动自觉夯
实自身业务水平及教育教学胜任力。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的创新
要立足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一方面
提升思政课堂的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
面提升思政课堂之外其他学科、综合活
动的教育教学质量。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评价机制的创新关键在于建立科学的评
价标准、促进评价的有效执行、合理运
用评价的结果，以评价促发展、以评价
促建设，建设一支落实立德树人的坚实
队伍，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护航。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
策研究院教师）

不断创新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
李健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指出，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
举行了一系列盛大庆典，这也是
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中教育。近
14 亿中国人民人心空前凝聚，
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更坚定了我
们排除一切艰难险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事情办
好、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和
决心。

回顾此次国之大典，阅兵规
模之大、参阅方队之多、新亮相
的武器之全，创下共和国阅兵史
上的诸多新纪录。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强调的，这次庆祝活动充
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
辉煌成就，有力彰显了国威军
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广泛
激发了各方面力量。

庆祝活动是人民群众爱国主
义精神的集中展示，而对于教育
系统来说，这是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的生动素材。从“东风快递，
使命必达”，到武器装备全部国
产化，我们读出了威武雄壮；从
女 排 队 员 合 唱 《我 和 我 的 祖
国》，我们感受到了家国情怀；
从“长大我当空降兵”的地震男
孩梦想成真，作为空军方队队员
受阅，到新中国首位女飞行师长
亮相女兵方队，飒爽英姿，我们
感受到了奋斗精神⋯⋯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
施纲要》。会议指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大力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
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
设全过程。而从现实反馈看，亿
万学生在观看盛典中获得了精神
洗礼，激发出了爱国深情。

通过盛典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体现在挖掘出盛典的深刻内
涵，告诉广大学生举行盛典的深
刻意义。新中国 70 华诞，举行
盛典不只是单纯表达喜庆之情，
还是一次伟力凝聚和豪迈宣示，
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
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并且
愈发蓬勃、愈发健强的一次盛大

亮相。挖掘出这些丰富蕴意，就
能让广大学生体会到举行盛典的
由来与落脚点。

通过盛典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体现在让广大学生在欢歌载
舞的同时进一步梳理出家和国的
紧密关联。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每逢国庆，我们最容易思
量家与国的关系，也最容易熔铸
家国情怀。“一张白纸，没有负
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
最新最美的画图”，如今已变为
最瑰丽的现实。“当惊世界殊”
的 70 年成就，值得歌咏，让广
大学生在品味幸福生活中增强爱
国热忱。

通过盛典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体现在让广大学生为国庆生
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当好
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个人要做出
一番成就，就要有自己的志向。
一个人可以有很多志向，但人生
最重要的志向应该同祖国和人民
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各种具体
志向的底盘，也是人生的脊梁。
这话适用于所有学生，唯有把个
人追求与国家需要结合起来，才
能更好地实现出彩人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从青
少年做起。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育人，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
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
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
这是一项持久的系统工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但是不断抓住良
机，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新中国 70 华诞举行的盛典
就是如此。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
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
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
必将更加美好。”盛典带给我们
的精神滋养不会消隐，对广大
学生的激励更不会退场。历史
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把
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入教育教
学各环节，就能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培养出
更多优秀人才。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国庆盛典是爱国主义
教育的生动素材

王石川

近日，由于福建某地强制要
求辖区内各学校统一发型标准，
即“男生平头，女生齐耳”，引
来舆论关注。事情的起因是一名
学生在投诉平台上发表了反对意
见，并列举不少案例，详细论述
了理由。随后，当地教育局也发
文回应，称赞留言者敢说真话，
且思辨有力，但就投诉的内容而
言，又从认识论、方法论等哲学
的角度予以批驳。

围绕孩子的发型问题，尤其
是初二以后的青春期阶段，校方
与学生的斗智斗勇，可谓由来已
久。就学校管理来说，简化而易
行的统一标准，有助于明晰目
标、落实责任；最理想的方式
是，发型如同校服一样，形成

“制式”和“规格”，“千人一
发”的局面不仅能降低管理成
本，也有助于提升绩效。比如，
孩子原本“浪费”在头发上的时
间，完全可以多做两道题。

当地的初衷并不算坏。那从
学生的诉求来说，是不是反对

“统一”呢？这也未必。就以校
服来说，从前的校服多属于运动
外套，无论线条、色彩，还是款
式、造型，均很难让青春期的孩
子喜欢。如今的局面已然不同，
春装、秋装，外套、内衬、领
结、裙裤等，把孩子装扮得精神
十足，不同的搭配还能显出个
性。

所以，学生真正反对的不是
“统一标准”。比如，他们可以很
愉快地接受改良后的校服，甚至
爱不释手。他们想表达的，是管
理者对其审美要求的忽视。决策
者在具体制定政策时，以“学
习”作为压倒一切的主心骨，把
一个人正常的审美需要，看成是

“分散注意力”或“浪费时间”
的洪水猛兽。这背后折射出的，
正是某种程度上“爱”的傲慢。

实际上，如果既要平衡学生

的个性需求，又要满足管理的需
要，当地完全可以仿效“春秋
装”“内外衫”的思路，形成几
种“备选发型”，或者在不同季
节予以不同的衡量尺度。我们都
知道，有的孩子是直发，有的是
卷发，有的头发厚一些，有的又
薄一些，所以，即使看起来是同
样的“平头”“齐耳发”，但在孩
子眼里和心里，可能完全是不一
样的感受和态度。如果嫌麻烦，
或是当地没有合适的条件，那不
妨就按 《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来执行，不也是一种管理的智慧
吗？

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教育局
给孩子的回复内容，充满着哲学
味。哲学是“上位”的，它确能
助人思考，提升理性，但却不能
拿来解决具体问题。这是由于具
体情况，会因为各种因缘际会而
瞬间万变，相同的问题，往往能
给出相反的答案。“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才是哲学在实践上的
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用太过
于“上位”的东西，来回应孩子的

“下位”诉求，其实是有待商榷
的。孩子缺的不是哲学，因为他
的学习之路尚远，足以慢慢补益，
他们关心的，是教育的管理者有
没有把“生本立场”从墙上、从文
件、从讲话稿中请出来。

这一立场的本质，是看到
“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在学校
架构中的完整形象。从现实层面
说，智育、德育、体育、美育
等，都是教育者所需要关注的。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学生毕竟不
同于工厂流水的产品，他们是活
生生的生命，保持生命的多彩
性、催发其内在的张力，“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才是每一个教
育工作者所应持有的教育哲学和
务实态度。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金沙
中学教师）

“发型管理”
应坚持生本立场

邱磊

孩子刚上小学二年级就戴上近视眼
镜，这让家住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张女士
颇为担忧。听从朋友的建议，她开始问
询一些提高孩子视力的保健品。胶囊
的、冲剂的、口服液的；增高的、补钙
的、益智的⋯⋯儿童保健品真是形形色
色、五花八门。最近有媒体报道，近年
来，为了给孩子在身高、智力、健康等
方面提供助力，不少爱子心切的家长将
各种儿童保健品送进孩子口中。然而，
一些不法企业、商家也抓住了家长这种
心理，以非法添加、虚假宣传、非法传
销等各种手法骗取消费者的钱财，致使
儿童保健品市场出现各种乱象。

说到保健品，人们往往将之与老年
群体相联系。但殊不知，缺乏有效监管
下的保健品行业，总是在伺机寻找可能
的“猎物”。比如，河北省公安厅近年来
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保健食品违法犯
罪的侵害对象主要是中老年群体、儿童
群体和特定病患群体。尤其需要注意的
一种趋势是，在相关部门严打针对老年
人的保健品骗局，以及相关案件的曝光
率增加后，儿童保健品市场的非法行为
正开始抬头。

从消费心理来看，如果说老年群体
容易掉入保健品的“坑”，主要是在保健
品销售人员的各种情感攻势下丧失辨别
力，那么部分家长对保健品的“迷信”，
则与对孩子成长的过度呵护乃至紧张的
心态不无关系。一方面，社会竞争压力
加大，一些家长总是容易把孩子成长过
程中的一些正常现象放大，然后加以过
度的干预，并迷信一些“捷径”。比如，
对孩子身高的过高期待，导致一些家长
往往容易偏信相关的保健品宣传。

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
部分家长有条件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
活、成长条件，自然也容易不自觉地衍
生出一种过度的“保护”——不管是学
业还是身体上，前者表现为迷信诸如

“右脑开发”等可疑的课外培训，后者则
可能表现为不加甄别地买保健品“乱

补”。因此，面对形形色色的儿童保健
品，现代家长需要更多的定力。这包括
及时了解一些相关的保健和医疗常识，
比如保健品不能治病，不仅老人要懂，
家长更要明白。另外，也有必要放松对
孩子的过度呵护倾向，以正常心态、适
度原则去看待和满足孩子的成长需求，
即便是遇到疑惑，也该遵循常规的医疗
干预途径，而非信奉可疑的保健品“捷
径”。这也可以说是现代家长的必备素
养。

当然，保健品骗局和虚假宣传，不
管是针对老年群体还是儿童群体，都说

明整个行业的规范程度还有待提升。特
别是在老年类保健品乱象得到一定程度
遏制后，要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让
保健品乱象转战其他消费人群。今年 1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 《假冒伪劣
重 点 领 域 治 理 工 作 方 案 （2019—
2021）》，提出要开展特殊食品监管专项
行动，聚焦“一老一小”，加大对保健食
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抽检力度。这种
抽检就应该常规化，并且可尝试飞检制
度，从源头堵住问题保健品流入市场。
而在销售端，也要加大对虚假宣传的整
治力度，并且在普及相关常识的同时，

鼓励社会监督，真正提升整个社会对于
保健品的监管和认知水平。

除此之外，与儿童保健品大行其道
形成反差的是，当前专业的儿童用药却
非常少。有人大代表早就呼吁，应该强
化儿童用药的研发和监管。这一来表
明，涉及儿童的，不管是药品还是保健
品，都应该加以足够的规范，并满足社
会的正常需求；二来，正规儿童用药的
缺乏，或也给了保健品“乘虚而入”的
机会。在这个角度言之，整治儿童保健
品乱象，也需要疏堵并行。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儿童保健品市场绝不能儿戏
朱昌俊

石向阳石向阳

绘绘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 《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指
南》规定，要对0至6岁儿童和中小学生
进行定期视力检查，建立儿童青少年视
力健康档案，确保“一人一档”。中小学
生视力筛查频率每学年不少于一次。这
一制度设计，让人眼前一亮，剑有所
指、解决痛点、呼应盼点，体现了国家
层面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关口前
移，在近视率迅速提升的关键点重点防
控，彰显了对青少年近视率着手进行防
控的决心，体现的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决
心。

全国对0至6岁儿童和中小学生进行
定期视力检查，建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
康档案，确保“一人一档”的管理办法
可谓相当给力，是对上级部门提出的青
少年护眼计划的具体落实。为学生建立
这样一份特殊的“健康档案”，无论对学

校管理还是对学生个人都很有好处。
“一人一档”，依据学生学籍号建立

学生视力健康档案，终身使用，能随青
少年入学实时转移、动态管理，极大地
方便了学生的视力健康档案管理。在

“一人一档”中，通过视力检测、视功能
检测、眼病检测普查，确定学生视力、
屈光状态、眼轴长度、眼位、眼前节和
眼底健康检查及父母眼睛的屈光状态等
指标，这些与学生视力相关的最重要的
信息，几乎都给予全面记录记载，形成
纸质档案进行编码存放，并建立电子检
索目录，这样就能够方便快捷地查找到
所需要的学生视力信息档案；也可以将
档案中的材料内容录入到电脑，开发电
子化档案，形成动态电子信息库，可以
最大程度地减少纸质版档案因客观因素
带来的损失。应该说，如果拿到学生的
视力健康档案，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

该学生的视力有一定的了解。
同时，青少年视力筛查，摸清青少

年近视基本数据，建立“一人一档”终
身的视觉健康档案，便于根据每个孩子
的不同视力情况，提出“一人一方案”
的科学防护体系。每年定期开展学生体
检、视力筛查和体质健康监测，能及时
更新筛查结果，完善医院、学校、家长
学生视力健康实时监测与预警机制。

“一人一档”为孩子建立了一个动态
更新的视力档案，动态监测视觉发育变
化，是精准化和科学化的必然选择，解
决了如何干预的问题。建立学生视力问
题台账和监测档案，将危险因素监测、
调查与日常管理实施情况与监测数据相
结合，进行综合性动态分析，及时向学
生家长、学校和相关部门反馈，提出精
准预防近视指导或转诊建议，有近视高
危因素者，应当予以高危预警，重点干

预，达到既治标又治本的目的。
不仅如此，“一人一档”方便家长尽

早知晓近视防控的科普知识，尽早了解
孩子的视力状况。随时关注孩子的眼睛
发育和视力健康状况，准确监测孩子的
视力变化情况，动态观察孩子在儿童青
少年不同时期屈光状态发展变化，早发
现近视的倾向或趋势，制定干预措施，
努力减少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的发生
与发展，对孩子的近视问题做到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

青少年儿童是每个家庭的希望，也
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希望。少年强则
中国强。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决定着精
彩世界在孩子心中的样子。保护好眼
睛，方能“看”到未来，保护眼睛，就
是保护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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