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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网友爆料河北省某
市合同制教师工资长期拖欠，达七个月之久，

“三年了，教师工资还是一千多”，希望有关部
门能够尽快发放工资。此事被媒体报道后，4
月20日，该市教育体育局回应称，网帖反映
长期拖欠合同制教师工资达七个月之久，并
非完全属实。而是上调后的工资标准并未补
齐，现在正在走紧急程序，补发的工资明天就
能到老师的工资卡上。

在如今国家三令五申保障教师工资待遇
及教师维权意识提高的背景之下，拖欠教师
工资现象已非常少见，所以这则新闻最近引
发了不少关注。即便当地“并非完全属实”的
解释可信，但至少拖欠这些教师部分工资的
事实真实存在。而“不曝光数月不解决，一曝
光‘明天’就补上”，也说明了只要当地政府部
门足够重视、认真解决，并没有那么多无法解
决的“困难”。

教师工资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关系到
教师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尊严的大问题。提
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工资待遇是无法绕过的
门槛。较低的经济收入，无助于教师社会地
位的提高，无助于教师的安心乐教，更别说还
要拖欠工资了。经过数年的整治，个别地方
仍然发生拖欠工资、工资标准不到位等问题，
实属不该，但即便只是偶发个案，即便事出有
因，地方政府部门也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想方设法尽快解决问题，维护教师的合法权
益，并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教师工资问题无小事，提高教师工资待
遇，让义务教育教师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是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重要一环。教师
法和义务教育法均就教师工资水平作出规
定，要求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
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经过多年努力，我国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有较大提高，但部分地区
距离“不低于”的要求仍有一些差距。这明显
与党和国家尊师重教的方针背道而驰，更直
接影响到教师的生活、教学秩序和地方政府
部门的形象。

2019 年，《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提高
教师的福利待遇，提高教师地位。去年底，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出通知，表示
2020 年将把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保障情
况作为重点内容进行督导。今年3月，国务
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再发通知，对2020
年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落实情况督导作出
具体安排。

所谓解决教师工资问题中存在的“困
难”，往往是地方政府重视程度、认识高度的
现实反映。各地政府应当切实重视教师的工
资待遇，下决心解决存在的问题，建立教师工
资待遇的长效机制，用常态长效机制为教师
工资保驾护航。

（作者系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图书馆馆长）

用常态长效机制为
教师工资保驾护航

廖德凯

“每年挂靠费 12 万元，全职年薪达 34 万
元”“高端班包过，考不过全额退费”。红星新闻
报道，北京一教育公司遭300多名学员维权，虚
假承诺考试包过，诱导学员报培训班购买密卷押
题，却不按承诺退费。目前，北京市朝阳区相关
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对该公司立案调
查。

有律师表示，以“通过率”“包过”等为由
进行虚假宣传，学员可依据合同法有关重大误
解、欺诈等规定撤销合同，要求退还相应费用。
而对于这种“包过”宣传，学员切勿盲目轻信以
致上当受骗。

警惕“包过”陷阱

4月2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西安交通大学，走进学校西迁博物
馆，参观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
成就展，亲切会见了 14 位西迁老教
授。习近平总书记说，从黄浦江畔搬
到渭水之滨，你们打起背包就出发，
舍小家顾大家。交大西迁对整个国
家和民族来讲、对西部发展战略布局
来讲，意义都十分重大。

将时针拨回到 60 多年前——
1955年，党中央经过慎重研究，作出
了交通大学由上海迁至西安的重大决
定。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西迁”行
动开启，据报道，1400多名教工，特别
是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率先垂

范，近3000名学生热血沸腾，义无反
顾地登上“向科学进军”的西行列车。
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到枝叶擎天，今
天的西安交大名满天下。西安交大不
辱使命，不负重托，先后为国家输送了
27万名各类人才，其中40%留在西部
工作，为改变西部落后面貌提供了坚
实的人才支撑。

2017 年，西安交通大学 15 位老
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体会和弘扬奉献
报国精神的建议，总书记在回信中除
了向当年响应国家号召、献身大西北
建设的交大老同志们致以崇高敬意，
还对西安交大师生提出殷切希望：

“希望西安交大师生传承好西迁精
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智慧
和力量。”

何谓西迁精神？胸怀大局、无私
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今天，不
仅西安交大有责任传承西迁精神，所
有高校都有责任弘扬西迁精神。一
想到西迁精神，人们就会想到西安交

大波澜壮阔的历史，想到一代代西安
交大人的爱国情怀。西迁精神是属
于西安交大的，也是属于我国高校
的，它具有恒久的辐射力和生命力。

高校要弘扬好西迁精神，就要写
好爱国主义大文章。西迁精神的核
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
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
吸、共命运。“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
背上行囊就去哪里”，这是西迁群体
共同的心声，更是坚定的行动。无论
岁月如何变迁，爱国主义始终是不变
的主题。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
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
牢扎根是弘扬西迁精神的使命。

高校要弘扬好西迁精神，就要胸
怀大局、无私奉献。当年的西迁征
程，那些细节至今让人动容。媒体披
露的一个细节，值得一提。上世纪50
年代的西安，发展水平与繁华的上海
判若云泥：学校处在田野之中，马路
不平、电灯不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
和泥，夏无大树遮阳，冬无暖气御

寒。由于车身蒙尘太厚，第一次到西
安的学生走出火车站，甚至认不出近
在咫尺的公交车。如果没有大局意
识，没有奉献精神，交大师生不可能
远离繁华走进条件较差的西部。另
据报道，学校领导、学术带头人身先
士卒，17位党委委员中有16人迁到西
安。西迁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
教等占教师总数70%以上。什么是率
先垂范？这就是。这种大局意识值
得礼赞，也值得我们的高校体味。

高校要弘扬好西迁精神，就要弘
扬传统、艰苦创业。1956 年西迁伊
始，一位名叫赵智成的学生写诗抒
怀：“为了祖国，为了党，决不吝惜自
己的一切力量。我们誓用勤劳而智
慧的双手，从祖国的边疆到边疆，自
滚滚的黄河到宽阔的长江，掀起一个
震撼世界的建设海洋！”这是一名学
子的心声，也是所有西迁师生的心
声。西安交大能有今天，离不了西迁
群体的艰苦创业。今天，我们的教育
条件大为改善，教育环境更趋优越，

但艰苦创业的精神不能丢，弘扬传统
的意识不能丢。

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
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肯定西迁精神，对全体交大
人是莫大的鼓舞，对所有高校师生也
是莫大的激励。正如一名高校教授
所称，“在新中国成立前，我的老师辈
办学就是为了救国，到了我们这一
代，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人，办学是为
了建国。现在的学生，他们的任务就
是要强国。不管是救国、建国，还是
强国，都是爱国，咱们都是为了国家，
这就是我们的爱国情怀。”赤子之心，
溢于言表，让人深受触动，更生发出
无穷的力量。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
家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西
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
为国家发展、时代进步的行动中，
我们便能把国家建设得更美好，拥
有更斑斓多彩的明天。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弘扬西迁精神助力国家发展
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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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走了，你不用找我了，
以后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
不该有我这样的儿子。再见了，爸
爸。”近日，《扬子晚报》报道，江苏省
南京市六合区一名小男孩天天给家
人留下纸条离家出走。家人四处寻
找无果后，无奈报警求助。经过警察
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孩子。

原来，小男孩因为自己的学习成
绩不是很理想，父亲责备了几句，加
上不满父亲一直以来较为粗暴的管
教方式，致使其心理压力比较大，经
过自己内心一番较量，这才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他觉得我这不行那不行，
还经常拿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作对比，
他不喜欢我，我就走。”

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够理想、不够
听话，许多家长习惯拿“别人家的孩
子”来作对比，试图以此来激励和鞭
策孩子。然而，简单、生硬的所谓鞭
策，不仅难以起到应有的育人功能，
反而可能适得其反；既损伤了孩子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也会破坏亲子关
系。所以才会有离家出走这场闹剧
发生。

教育关乎社会流动，关系到一个
家庭的希望。为了争上游，许多家长
不断给孩子压担子。不论是上不完
的补习班，还是不停地给孩子打鸡
血，“00后”既享受了家庭结构小型化
带来的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也承载了
家庭的厚重期望，面临激烈竞争。

“别人家的孩子”有很多，其中不
乏优秀的孩子。老是拿优秀的孩子
和自家的孩子比，不仅会造成家长们
的心理失衡，也会让孩子们产生失落
感和挫败感。虽然在父母看来，用

“别人家的孩子”激励自家的孩子是
用心良苦，但在孩子眼中，是父母觉
得自己不中用、不够优秀，不喜欢
和关爱自己。

那些被成功焦虑裹挟的家长，
既放大了对社会流动不足的判断，
也隐伏着拼命读书是大多数人的捷
径的价值认同。一方面，有的家长
过早地选择了“认命”，他们将改变
家庭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另一方面，有的家长自身也在拼命

地“争上游”，却希望孩子能够比自
己更上一层楼。孩子们身上承受了
太多成年人的功利与算计，早已不
堪重负。

只看见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却
没有发现和捕捉自己家孩子的闪光
点；动辄给孩子贴标签，会让他们
产生一种再努力也比不过别人家的
孩子的认知错觉。那种将“别人家
的孩子”当成育人法宝的做法，不
懂得尊重孩子，不懂得走进孩子的
世界，不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家
长们又怎么去点燃他们的希望之灯？

许多父母并不缺乏对子女的爱
与关心，却采取了错乱的情感表达
方式；被成绩一叶障目，导致一些

家长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发现自己的
孩子。总是觉得“别人家的孩子”
好，老是对自家孩子不满意，在成
功的焦虑下，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
成绩，他们便矮化和鞭策孩子，试
图让孩子知耻近乎勇，变得更加自
强自立和自律自制。

家长们的用心良苦如果不讲究
方式方法，就难以被孩子们理解、
接受和认同。总是拿“别人家的孩
子”说事，不仅会引发孩子们的逆
反心理，也会导致亲子关系的淡漠
疏远。尊重未成年人的多元性和差
异性，善于激发孩子们的潜能和活
力，家长们同样需要“补课”。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鞭策子女莫总拿“别人家的孩子”说事
杨朝清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胜利，一
些地区整体迈入低风险，教育教学秩序也开
始有序恢复。复学物资储备是否充足，是衡
量复学准备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依据，各地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各界都在着力储备
测温仪、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物资，确保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师生复学后的身心健康。

爱心家长、公益组织、企事业单位……在
复学的准备阶段，不少机构和个体在想办法捐
善款、捐物资，为师生返校复课的安全、平稳、
有序而努力。不过，日前媒体报道广东某小学
在家长群中发布捐赠倡议书，号召学生家长在
微信群里“接龙”，回复所捐赠口罩等物资数量
的明细。尽管校方表明是“自愿”，但也有舆论
认为这样的“自愿”可能变为“被自愿”。

每所学校自身特点不同，所制定的复学
方案也不尽相同，尽管校方为复学全面开启
防疫物资“备战”模式无可厚非，但微信群“接
龙”捐赠的方式值得商榷。在疫情防控期间，
口罩等防疫物资一度成为社会紧缺品，每个
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同，家长购买或者通
过其他方式，来获取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能力
也有大有小、有多有少。而且，班级的家长微
信群是一个公共空间，往往又是熟人圈子，班
主任在群里发出号召，有可能会让一些家长
陷入两难。比如，有的家长多捐一些钱物，但
希望做好事不留名；有的家长因为条件有限，
照顾好自己家庭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家长群里的“自愿捐赠接龙”一
方面显现出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有可
能无形中给部分家长、学生带来攀比的压力。

实际上，即便是捐赠也可以换种更好的方
式，现阶段国内防疫物资不会像疫情初期那
样，有钱买不到或者背离市场行情太多。校方
如果公开透明地向社会表明防疫物资需要多
少、用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发放，一定会有愿
意捐赠的爱心机构和家长，只要能用到实处，
守护复学复课师生健康安全，社会各界一定会
形成强大力量，助力学校守牢复学复课疫情防
控阵地。当然，寻求社会捐赠之外，学校所归
口的教育部门以及其他政府部门，也要在复学
后的防疫物资准备上承担责任。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号召家长捐口罩
之外还有更优解

何鹏飞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有人撰
文阐述疫情过后“中国即将发生的十
大变化”，其中之一是“线上教育对传
统教育的加速替代”。笔者认为，疫
情过后我们会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教
育”的弥足珍贵和不可替代。教育即
陪伴，关于人的教育一定离不开人。
未来也许没有教师，但不能没有陪伴
者。在互联网的两端，有效的教育教
学只能建立在师生互信和心灵互通
上。教师的人格魅力作用远大于线
上打卡和视频监控。因此可以说，在

所有的课程中，“教师”这门课最重
要。优秀教师自身就是可供学生终
身学习的优质课程，就是优质课。

教育即影响，教师的影响力是超
越时空的。为人师表，行为世范。教
师非一般职业，教师及其从业的个体
都是“课程”，整体和个体每时每刻都
在执教“公开课”“示范课”。也许一堂

“优质课”的影响范围有限，但一堂“劣
质课”会波及远方和未来。因此可以
说，即使退休了，教师自身这堂课还在
继续。虽然课堂上传授的知识早已忘
记，但优秀教师的人格魅力仍在烛照
学生的人生。即便垂暮，优秀教师的

“人设”依然会在学生身上发挥作用。
故我们愿将美好的词汇献给老师，而
对师德瑕疵“零容忍”。这就是我们关
于“教师”这门课的课程观。

我们固然可以定义“教师”这
门课程，事实上关于教师的各类法

规和规范已经作了层出不穷的规
定。但即便是合格教师甚或师德楷
模，就具体的单个学生而言，其依
然未必是“优质课”。学生完全可能
因为教师一个无关宏旨的举动甚至
是教师自鸣得意之举而在心灵上留
下难以拂去的阴影。在人们的思维
定式中，教师举手投足都应该是理
想人格的化身。教育无非服务，而
优质服务就得讲究品质和精度。因
此，要将“教师”这门课上成“优
质课”需要一辈子打磨。

人非圣贤。关于教师的赞美诗同
时也是紧箍咒。尽管对教师的挑剔令
人生畏，但不能因为现实遥距理想就
放弃理想。就理想而言，教师应当由

“非凡者”来担任。哈佛大学曾发布一
篇题为“挑一个好老师比培训一个更
容易”的论文，用数据对“教师经验越
丰富教学越成功”这一普遍被接受的

观点提出疑问。研究表明，“好教师”
在工作态度、师生关系、人格魅力等方
面与众不同。究其根本，需要的是对
教育、对学生、对专业真挚的爱。芬兰
基础教育质量领先全球，关键在教
师。芬兰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很多
想当小学教师，申请大学教育系录取
率只有百分之十。芬兰的师培系统通
过性向测验等机制，从众多拥有教育
热忱的年轻学子中，选出最好、最有动
机的候选人。只有合适且优秀的人担
任教师，教师自身才能成为“优质课
程”，才能成为“优质课”。

破解教育难题关键在教师。激发
教师的教育智慧比制度建设更重要。
通过顶层设计彻底改变教育现状是不
现实的。理想课堂、理想学校、理想教
育存在于优秀教师的教育实践中。关
于教育的种种问题存在于教育的全部
历史中，今天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究其

本质而言都不是新问题。孔子和柏拉
图倡导的教育原则今天依然有生命力，
而杜威等人对学校教育的批评仿佛针
对的就是今天的学校，伊顿公学和夏山
学校风格迥异但揭示出了很多相同的
教育问题。围绕“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法”引发的纷争和调整，美国基础教育
改革告诉我们，教育悖论无处不在。科
学主义和人文精神无法非此既彼地独
立发挥作用，智慧地应对悖论只有依靠
教师，而制度几乎无能为力。这从另一
个侧面证明了“教师”自身就是一门
非同寻常的课程。

疫情过后教育何为？笔者认
为，应当更加重视教师工作，要努
力让每一位教师自身都成为优质课
程。社会要创造条件，教师要主动
作为而且一定大有可为。

（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校长）

优秀教师自身就是优质课程
姚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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