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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是高等
学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
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根本要
求。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核心，它早已深深熔铸到中华
民族精神和文化基因之中。

爱国主义的根基是铭记初
心。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
远扎在土里。国家好，民族好，
人民才会好。每当国际赛场上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每个中国人
的内心都会澎湃激动；每当大江
大河上中国建造横空出世，每个
中国人都会感到骄傲和自豪；每
当国际会谈上中国理念赢得世
界认同，每个中国人都会倍感荣
耀和振奋⋯⋯爱国是一种蕴藏
于心的真切情感，是心之所系、
情之所归。从“怒发冲冠凭栏
处”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从“国破尚如此，我
何惜此头”到“宁做流浪汉，不做
亡国奴”，从“祖国如有难，汝应
作前锋”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
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
民”，千百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只有用
爱国主义精神为大学生的人生
建筑夯基垒台、立柱架梁，青年
学生的心灵才有归属的港湾，目
标才有安放的场所，奋斗才有接
续的动力。

爱国主义的本质是坚持爱
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
一。我国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
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
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
看主峰，在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奋
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爱
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
实践者，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
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使命，团结
带领广大人民前仆后继、顽强拼
搏，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

国。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历史和现
实充分证明，爱国和爱党、爱社
会主义是高度统一的，只有坚持
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
一，坚定不移跟党走，奋力建功
新时代，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
真实的。新时代的青年大学生
要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
之情，让爱国主义的旗帜始终在
心中高高飘扬，让青春在为祖
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
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
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奋斗中迸
发出排山倒海的历史伟力。

爱国主义的关键是扎实奋
斗。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
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
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
奉献国家。情怀事大，见于细
微，爱国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
责任与担当，在田间地头耕耘、
在基层车间工作、在脱贫一线奔
走、在三尺讲台育人⋯⋯都是对
爱国主义最好的诠释。新时代
的青年大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
勇担时代重任，矢志成才报国；
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求真学
问、练真本领，做好奉献国家、服
务人民的准备；要锤炼坚忍不拔
的意志品质，发扬不畏艰险、百
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要掌握科学
方法，勇于创新创造，在实现中
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
想；要拓宽眼界视野，怀大格局，
立大志向，展大作为，始终怀着

“祖国需要就是最高需要”的家
国情怀；要持续扎实奋斗，敢担
当，重实干，在时代大潮中干事
创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北京化工大学党委
书记，原载《光明日报》，有删节）

用爱国主义精神
为青年人生立柱架梁

袁自煌

“报名参加北京普通话水平测试，可
网上报名刚开始名额就没了。”近日，有
考生向《北京青年报》记者报料，北京
普通话水平测试“代报名”也成了一桩
生意。在黄牛那里报名，少则高出正常
报名费四五倍，多则能达10倍。

对此，北京语言文字测试中心工作
人员表示，目前已将相关情况向上级部
门反映，“报名难只是暂时性的”。而对
于黄牛倒卖名额的情况，中心及分中心
从未向他人提供内部报名接口，不存在
预留名额，从技术上也一直在查找并修
复漏洞。为解决问题，中心目前已经向
相关部门申请扩大测试规模，增加考位。

黄牛盯上
普通话水平测试

本周最受关注的话题，恐怕非“教
育惩戒”莫属。

日前，教育部就 《中小学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规则 （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
求意见。其中明确，教育惩戒是教师履
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
权，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支持教师
正当行使教育惩戒权，制止有害于学生
或者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言行。同时，
还对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以
及教育惩戒的方式作出规定。

惩戒历来是教育的一部分，都说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没有惩戒其实也难称完整
的教育。惩戒，在学校是为了保障正常的
教育教学秩序，在家庭是为了帮助孩子形
成完善的人格。有了正确的惩戒理念、适
当的惩戒手段和恰当的惩戒时机，孩子进
入社会后才不至于贸然触碰法律法规，违
反公序良俗。

但也要看到，惩戒从来都只是手
段，而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那些抱着
单纯以惩戒来打压孩子的想法或做法，
到头来往往会碰壁。小到学校规定，大
到家庭教养，莫不如此。以学生带手机
为例，一些学校出台罚站、跑圈等规
定，也有学校采取当众摔坏或以罚代管
等做法，如西安市天台路一所封闭式补
习学校就规定，学生带手机进校园罚款
1000 元。如此惩戒效果暂且不论，形式
上就有不妥。有律师表示，学校作为教
育机构并无执法权，无权对学生进行搜
身检查，更无权对违规学生罚款。

另一种以严厉惩戒来改变孩子不良
行为的做法，其实也是有问题的。据

《扬子晚报》报道，近日，成都嘉年华青
少年心理辅导中心被指招收“不良学
生”并对其进行虐待。此前有报道称，
该中心打着“拯救孩子”“拯救家庭”

“矫正问题少年”的旗号，以学生管学
生，以问题少年迫害问题少年。在学生
们的讲述中，嘉年华是一个等级森严、
异化人性的矫治体系，包括存在极限体
能、体罚、暴力以及谄媚、举报等行
为。尽管有关部门称，该辅导中心在今
年 7 月已被责令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但
如此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本不该存在。

从现实来看，当孩子犯错时，适当
予以惩戒，帮助孩子认识到问题所在，
并鼓励其积极向上，即惩戒与引导相结
合，更能真正塑造积极向上的习性。若
惩戒方式、尺度、时机不当，或滥用惩
戒，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对抗情绪，乃至
留下深深的恐惧感，无疑走向了惩戒的
反面，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很多时候
还会适得其反。这就给教育者提出一个
很严肃的命题，即惩戒必须适当适度适
时，必须与正面引导一并使用。如果有
可能，要尽可能超越惩戒，以更多的关
心与支持、尊重与理解来面对成长中的
孩子，多运用心理学上的南风效应和罗
森塔尔效应，放大孩子心中的善念，激
发其成长动力，使其循着内心的目标与
梦想一点点成长。

教育历来不乏挑战，且难度随着孩
子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大。透过近期的
媒体报道，会发现那些负面教育舆情相
对而言多与进入青春期的中学生有关。
站在个人发展的角度，此种情况实际上
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青少年正处于人
生的关键期，他们探索世界的过程也是
试错的过程。此时尤其需要教育者反思
自身，尊重教育规律和孩子身心发展规
律，一方面关注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他

们一个倾诉的渠道；另一方面做好教育
引导，使之将巨大的青春能量转变为向
上生长的动力。

很多时候，孩子在学校与同学关系
紧张，在家里与父母产生冲突，有着这
样那样的行为问题，始于自身不被理
解，情感无处宣泄。当与他人的沟通渠
道不畅，孩子便会像电影《少年的你》中所
描述的那样，选择极端路径，青春年华因
此变得灰暗而惨烈。而让孩子顺利走过
青春期，适当运用惩戒，或者少用惩戒，多
和孩子站在一起，共同面对成长中的困境
与问题，他们的心态也许与奉惩戒为圭臬
的环境场域有着本质不同。

教育的魅力就在于和孩子共同面对
逆境，在携手同行的过程中，不管是教
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会焕发新生，对
自己、对教育和对人生有新的感悟。美
国心理学家布莱恩·利托说过，“每个人
都至少有三个自我，一个是由基因决定
的，一个是在环境与文化影响下的，还
有一个是由我们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
与价值所定义的。而最后一个，才是最
重要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自我。”当孩子
找到自我，找到人生目标，立志成为一
个优秀的为梦想而拼搏的人，教育才是
成功的，这样的教育也更值得喝彩。

善用惩戒的教育更值得喝彩
张贵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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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师清净，还校园宁静
为减轻中小学教师不合理工作负担，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中央深改委审核通过的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

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 即将印发，“确保对中小学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50%以上并实行清单管理”。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为教师减负

从给学生减负到给教师减负，这一
教育减负政策的变化，反映出党和国家
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在回应民众关切的
同时，遵循教育规律，引导和规范学校
教育主体责任不断回归。从学校教育的
内部系统来说，它是“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学生—教师”各要素共同构建的
教育结构体系，施教者和受教者在教育
实施过程中是一对直接作用关系，教师
负担过重，尤其是与教育教学无关的负
担过重，难免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有乐

教，才有乐学。一位压力山大、心情糟
糕的教师，很难教出心情愉悦的学生。
因此，教育减负不只是对学生减负，教
师也需要减负。当然，减负减的是不合
理、不规范、不必要的负担，而非岗位
职能和职业责任，也不是对职业道德、
职业素养要求的放松。

学校教育的公益性决定了学校并非
托管机构或者企业单位，教师并非全职保
姆或者兼职父母，并不承担全部责任和无
限责任。我们的教育从来没有忽视过教

育对象，但如果不顾及学校和教师的承受
力，势必会造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正
常教育关系的断裂。“为孩子负责”，本无
可厚非，但家长为了孩子就时刻紧盯不
放，管理部门为了孩子动辄检查督导，说
到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责”。这种对
教师的不信任、不放心，反倒是对教育的
不负责任、对孩子的不负责任，表面上看
是对教育教学秩序的负面影响，实质上是
对教育制度和基本规范的挑战。

教育有法亦有规，教师有法亦有规。

科学的学校教育秩序，是以科学的制度说
了算，亦如交通管理，交规在那里，人车
自然各行其道，即便车水马龙也能井然
有序，即便有拥堵违章也能疏导有方。
意见的出台，与其说限制的是与教育无
关的事权，不如说是对教育法规、制度
的有效维护和保障。只有给教师清净，还
校园宁静，方能让教师坚守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初心，担负立德树人、教书育人
的使命。

（作者阎岩，原载《光明日报》，有删节）

让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人

这是一则事关全国 1100 万中小学教
师的“暖新闻”。就在不久前，南京市宣布
为全市10万中小学教师做的十件实事中，
有一条正是“最大限度扩大学校办学自主
权，清理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减少与教育教
学不直接相关的社会性事务，让广大教师
安心从教”。从国家到地方，为教师减负正
在从理念共识加紧变成实践行动。

教师的不合理负担究竟来自哪里？
据教育界人士反映，“大头”出自一些政府
部门和单位，它们往往习惯性地把自身工
作通过各种方式延伸到校园。虽说这些

“进校园”单个看来都有一定合理性，但叠
加起来就有可能形成很大的负担。更有

甚者，有些“进校园”不光进了，还对学校
提出了繁苛的检查、评比、考核要求。学
校为此还要专门准备一盒盒资料、一本本
台账、一块块展板⋯⋯这些工作其实和学
校日常教育教学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却
牵扯进很大精力。

那么，学校能不能拒绝不合理的摊派
任务？很难。首先，有的“进校园”本身
就是在教育主管部门被动参与下联合下
达的硬任务，连教育主管部门都难以推
掉，更别说最基层的中小学校。其次，
教育部门自身开展的一些检查、评比和
考核，有时也会在数量上过滥、频度上
过密、类型上交叉，成为教师不合理负

担的重要来源。对此，中小学校就更难
说“不”。再其次，由于辖区管理、加强
共建等原因，中小学校所在的街道、社
区以及一些社会组织，有时候也会给学
校布置任务，学校往往也要认真对待。

以此观之，教师不合理负担过重，源
头主要来自校园之外，根子还是中小学校
办学自主权不足。解决之道，必须是“截
流”与“赋权”并重，坚持实施“内外兼
治”。一方面，要强化源头治理，依靠制度
管住那些习惯于伸向中小学校园的权力
之手，把教师不合理负担阻截于校园之
外。另一方面，也需要扩大教育自主权，
特别是中小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让广大中

小学校长对学校日常教育教学事务真正
拥有应有的话语权，能够直接对外来不合
理负担说“不”。

为广大教师创造心无旁骛抓教学、专
心致志办教育的良好环境，是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重要保证。借助此次国家全面
为教师减负的东风，政府部门和社会各方
都应从长远和未来计，把中小学教师从过
多、过滥的社会性事务和各种检查、评
比、考核中解脱出来。广大教师轻装上
阵、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的主责主业，
不仅是亿万中小学生茁壮成长之福，也
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未来。

(作者南平，原载《南京日报》，有删节)

为教师减负，“截流”与“赋权”并重

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
涉和强烈反对，悍然将所谓“香
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
此举严重干预香港事务，严重干
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赤裸裸的
霸权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
反对。我们正告美方，任何威胁
都吓不倒中国人民，任何干涉中
国内政的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5 个多月来，香港持续发生
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
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
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
原则底线。暴徒疯狂打砸、肆意
纵火、瘫痪交通、暴力袭警、残害
市民，将香港推到了极为危险的
境地，广大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
和自由受到严重侵害和威胁。
大量事实表明，美国反华势力
与香港反中乱港势力内外勾
结、狼狈为奸，美方是搞乱香
港的最大黑手。为了达到其险
恶政治目的，美国国会和一些
政客不惜赤膊上阵，从幕后走
到台前，打着支持香港“人
权”“民主”的幌子，不断发表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论，
居心叵测地炮制、推动所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现在
美方又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和
强烈反对，将该法案签署成法，
赤裸裸地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
打气、为暴徒摇旗呐喊，这是对
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广
大香港同胞共同利益和根本利
益的严重损害。美方这一系列
恶劣行径，不仅是和 700 多万香
港市民作对，和 14 亿中国人民
作对，也是和世界公义、国际基
本准则作对。

美方的所作所为，再次暴露
了其毫无底线的双重标准和虚
伪丑陋的霸权逻辑。企图以一
国国内法干涉别国内政，何谈民
主？无视香港暴力犯罪行为造
成的破坏，何谈人权？把暴徒丧
失底线、泯灭人性的行径美化为
追求“人权”与“民主”，为暴力行
为火上浇油，其根本目的是破坏

香港繁荣稳定，破坏“一国两制”
伟大实践，破坏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其用心险恶
歹毒，昭然若揭。

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
不惹事也不怕事。回望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历史和现实，美方应
该清楚，任何威胁都吓不倒中国
人民，只会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
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任何压力
都压不垮中国人民，只会让中国
人民更加看清霸权主义的本
质。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国的发
展成就，是靠自己奋斗打拼得来
的，不是谁恩赐的。任何人不
要低估我们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的坚强决心，不要低估我们维
护“一国两制”的坚定意志，
不要低估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注
定失败。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香港
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
国政府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香港
恣意妄为。不管香港局势如何
变化，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
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
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
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
定不移。我们将继续坚决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支持行政
长官带领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
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
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
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任何企图破
坏香港繁荣稳定、阻碍中国发展
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任何外来威胁、施压都吓不
倒、压不垮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
14 亿中国人民，任何力量都不
能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我们奉劝美方不要打错了
算盘，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
自己核心利益的苦果；我们奉劝
美方不要一意孤行，否则中方必
将予以坚决反制，一切后果必须
由美方承担。

（本文系 11 月 29 日《人民
日报》评论员文章）

任何威胁
都吓不倒中国人民

—— 干涉内政不会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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