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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6月8日电（记者 李

伟）“山洪来的太猛，哪个孩子离我最

近，我就先救谁，根本顾不上先去找自

己的孩子。”说起5日下午发生的一幕，

湖北十堰市郧阳区谭家湾镇桂花小学

幼儿园教师陈自平心有余悸。

6月 5日，地处秦巴山区的十堰遭

遇今年入汛以来首场强降雨。当日13

时至16时，郧阳区谭家湾、南化塘等乡

镇短时间内持续强降雨量达到 136.4

毫米，引发山洪。

洪水瞬间冲进谭家湾镇桂花小

学，停放在操场的车辆被卷走，水位

越涨越高。危急关头，学校 14 名教

职工上演了一场“生死赛跑”，用大

爱作出一个共同的选择——先转移

学生。

“先去转移学生！”

郧阳区谭家湾镇桂花小学处于河

流的交汇处，全校有66名在校学生，教

学楼隔壁就是幼儿园，有27名孩子。当

天学校共有14名教职工当班。

6月5日13时许，晴好的天气突然

狂风大作，不一会下起了暴雨。暴雨

越下越大，河水不断上涨，很快就淹进

了地势最低的厕所一米多深。

“校长，不好了，你的车子被洪水

冲走了！”校长韩伟在四楼巡查时，遇

到同样在巡查的教师刘东平向他喊。

韩伟不假思索地果断决定：“车子现在

不管，先去转移学生！”

“兵分两路，救隔壁的幼儿园儿

童！”韩伟作出这个决定，因为他知道

幼儿园当天只有陈自平和闵云琴两名

幼儿教师，27名儿童全部在园。

此 时 ，山 洪 巨 浪 猛 兽 般 冲 击 着

校园。操场外的围墙，瞬间被巨大

的山洪冲毁倒塌，暴雨声、房屋倒塌

声、巨浪咆哮声、孩子的哭喊声交织

在一起。

陈自平从农户家找来一个梯子，

并快速爬上墙头，由闵云琴向她递孩

子，其他教师接住转给下面接应的教

师，然后迅速转移到后面高处闲置的

教学楼里。

洪峰浪头越来越高，整个操场已

是一片汪洋，洪峰席卷了停放在操场

上的全部车辆。教师们担心学校教学

楼有危险，便开始将学生全部往后面

高处的闲置教学楼转移。

正在食堂为学生准备晚饭的厨师

刘林冲出食堂，向教学楼这边跑，准备

参与营救学生。刚跑过来，就听到身

后一声巨响，食堂连同围墙已被洪峰

摧毁。

93个孩子，一个都不少

“班主任赶快清点人数！”韩伟要

求。教师们手机的铃声响个不停，几

乎全部是家长打来的。经过反复清

点，93 个孩子一个不少。大家这才松

了一口气。

洪峰最顶峰时间持续约有20多分

钟，浪头约有数丈高，洪峰漫过操场达

丈余高，淹过新食堂一米多高。

在这场生死营救中，教师段发云

在参与营救学生过程中，因为飞跑，

一只鞋子不见了。独臂教师段太明也

是冲锋在前，用独臂抱过一个又一个

孩子转移到安全地带。即将面临退休

的老教师周吉富，危急关头，在齐腰

深的水中怀抱 3 名幼儿安全转移。还

有王华、范有林、刘兴晓、王琴、刘士

军等教师……

“非常感谢学校的老师们！”洪峰

退后，孩子们的家长赶到幼儿园前来

接孩子，看到学校被冲而孩子安然无

恙后，十分感动。当晚，教师们继续陪

护着21名寄宿学生住宿。

洪峰退后，车子成废铁，
教师不放假

洪水退后，操场上的围墙和老食

堂房屋变成一片平地，残墙断壁全部

被冲走。

操场上原本停放着的9辆轿车，其

中 6辆被冲得无影无踪，2辆被冲到过

道挡住，1 辆被冲到围墙处卡住，另 2

辆摩托也被冲走。后来，6辆被冲走的

轿车在下游的山沟里被发现时，已全

部成了废铁。

工资不高、积蓄了半辈子买的车，

被冲走了，他们却不后悔。教师范有

林的小汽车被水冲到了 3 公里以外的

河道上，看着仰面朝天、面目全非的汽

车，范有林说：“学生都安全，这是最欣

慰的事。”

周吉富说：“我的车子只开了不到

一年时间，也心疼啊。不过我不后悔，

作为教师关键时刻就是学生的保护

神，我们做到了！”

7 日，端午佳节，记者采访了解

到，学生们放假回家了，教师们依然

在为清理校园忙碌着，没能回家与家

人团聚。

“一群平均年龄过50的教师，在肆

虐的洪水面前义无反顾，舍身救学生，

用自己的行动与山洪抗击，用师爱诠

释了忠诚和担当。”有网友知道这个感

人事迹后感慨道。

“先去转移学生！”
秦巴山区14名乡村教师合力上演“生死赛跑”

一、行为准则，重在践行

2018 年 11 月 8 日，教育部颁布

《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覆

盖大、中、小、幼、职、特教育全系统全

领域，涵括教师职业行为全方位全过

程，以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

意见》为指南，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精神为统领，组织动员全国1600万教

师，弘扬师德、优化师风、规范师行，

着力奋进之笔，浓墨正楷书写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华彩篇章。

2018 年可称为教师队伍建设重

要之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9 月教师节之

际，党中央召开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

育大会，确立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

大计”的优先发展战略，明确教师是

“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

记在重要讲话中，将教育事业发展的

成功经验概括为“九个坚持”，其中第

九条就是“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基础工作”，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并不

断丰富发展”。

正是从教师队伍建设这项基础

性全局性工作的职业行为基本准则

入手，教育部及时出台、同步执行幼

儿园、中小学、高校《新时代教师职

业 行 为 十 项 准 则》（以 下 简 称《准

则》）三个文件。顾名思义，《准则》

是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园和教

育机构全体教师、教育管理者与教

辅工作者在履行教书育人岗位职责

的全过程都要遵循的道德规范、专

业操守和行为准绳。

准则，是指人们言行所依据的原

则。万事之行，凭准仪准为先、标准

恒准为要。

首先，《准则》是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重要任务与实践基准，是

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规范与刚性要

求，也是检验与评价新时代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思想道德、精神风貌、专业

素养乃至整体形象的第一标准。

我们先看《准则》的前三则，开宗

明义“坚定政治方向、自觉爱国守法、

传播优秀文化”，每一则既提出正面

倡导，又划定“不得”失落的底线——

“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及其他场合

有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言行”“不得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或违背社会公序良

俗”“不得通过课堂、论坛、讲座、信息

网络及其他渠道发表、转发错误观

点，或编造散布虚假信息、不良信

息”——为教师传道授业、立德树人

确立起牢固的行为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师的人

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

要条件。”《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第二章也明确

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

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因此，学习

《准则》重在实践，要努力做到理性认

知、情感认同、专业敬畏与行动自觉

的融会贯通。

二、知会于心、付诸于
行、言传身教于学生、行为
垂范于社会

其次，《准则》覆盖各级各类教

育，结合教师队伍的不同特点，分别

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十条

要求，回应基层需求、凝聚基层智慧，

对高校、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以及行业组织教师自律进行

系统梳理、科学界定、简明而严谨表

述，最终形成公共法理、专业伦理、行

业认同、社会认可的教师职业行为最

大公约原则与准绳戒律。同时，结合

大、中、小、幼教书育人工作的不同特

点，《准则》分别提出专业规定性明、

实践针对性强、易操作、重实效、能考

核、严问责的为师守则、从教规则、履

职通则，并与《师德行为失范惩戒办

法》匹配执行。

研读《准则》第四至第七等四则

条款，高校教师表述为“潜心教书育

人”“关心爱护学生”“坚持言行雅正”

“遵守学术规范”；中小学教师表述为

“潜心教书育人”“关心爱护学生”“加

强安全防范”“坚持言行雅正”；幼儿

园教师表述为“潜心培幼育人”“加强

安全防范”“关心爱护幼儿”“遵循幼

教规律”。领悟上述四则条款的内

涵，是师德实践知行合一的倡导，是

育人行动的正面引领，是紧密结合育

人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教师自身肩

负的专业职责，契合岗位履职的本质

要求，树立职业行为之规范、立德树

人之风范。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不

忘“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的初心，

毕生追求“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

需要有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

我，余愿足矣”的理想；荣获“改革先

锋”光荣称号的中学教师于漪，年逾

九旬耕耘不辍，她坚信“每个学生身

上都有闪光点，我更愿意和学生保持

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尊重并激发他

们的创造力，帮助他们实现精神的成

长”；广西北海市机关幼儿园兼涠洲

岛幼儿园园长范徽丽，甘作边防海岛

幼教的拓荒者、城乡幼教均衡发展的

推动者、“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承的

创新者。他们都为贯彻《准则》树立

了榜样。

令广大专业同人深感痛心的是：

极个别人理想信念模糊、育人意识淡

薄、放松自我要求，甚至出现严重违

反师德的行为，损害教师队伍形象，

影响学生健康成长。《准则》不回避矛

盾，明示负面清单，亮出禁行底线：大

学教师“不得违反教学纪律，敷衍教

学，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教学本职工

作的兼职兼薪行为”“不得要求学生

从事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

事宜”“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

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

行为”“不得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

学术成果，或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

响”。中小学教师“不得违反教学纪

律，敷衍教学，或擅自从事影响教育

教学本职工作的兼职兼薪行为”“不

得歧视、侮辱学生，严禁虐待、伤害学

生”“不得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遇突发

事件、面临危险时，不顾学生安危，擅

离职守，自行逃离”“不得与学生发生

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

亵、性骚扰行为”。幼儿园教师“不得

在工作期间玩忽职守、消极怠工，或

空岗、未经批准找人替班，不得利用

职务之便兼职兼薪”“不得在保教活

动中遇突发事件、面临危险时，不顾

幼儿安危，擅离职守，自行逃离”“不

得体罚和变相体罚幼儿，不得歧视、

侮辱幼儿，严禁猥亵、虐待、伤害幼

儿”“不得采用学校教育方式提前教

授小学内容，不得组织有碍幼儿身心

健康的活动”。

正如教育部《关于印发〈十项准

则〉的通知》指出的：针对“个别教师

放松自我要求，不能认真履职尽责，

甚至出现严重违反师德行为，损害教

师队伍整体形象。制定教师职业行

为准则，明确新时代教师职业规范，

针对主要问题、突出问题划定基本底

线，是对广大教师的警示提醒和严管

厚爱，是深化师德师风建设，造就政

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

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关键之

举”。对于极个别现象造成的恶劣影

响，不可低估，需要广大教师形成共

识，用共同行动维护教师尊严、呵护

教师形象。

三、自省自警的镜鉴、专
业督导与社会评价的基准

《准则》的及时出台，具有鲜明的

现实针对性、问题导向性与操作实施

的刚性。因此，作为教师专业成长终

身学习的必修课，认真学习《准则》，

准确理解每一条款的具体内容，深刻

领会十项准则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系

统全面的整体要求，尤为重要。要采

取多种形式帮助广大教师全面理解

和准确把握，做到人人应知应做、必

知必做，真正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

结合起来，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

勉，在教师岗位育人实践中养成以德

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

的行为自觉，自觉维护教师职业形

象，自觉抵制不正之风侵蚀，树立专

业自信，提振师道尊严，强化荣誉自

尊，维护良好的师德风范。

当然，《准则》并不能涵盖教师职

业行为的所有方面，而是抓住主要问

题加以引导、针对突出问题进行规

范。细读《准则》第八、第九则“秉持

公平诚信”“坚守廉洁自律”和第十则

“积极奉献社会”（高校）、“规范从教

行为”（中小学）、“规范保教行为”（幼

教），就是从职业自律的三个维度帮

助教师建立起行为之戒。

习近平总书记曾谆谆告诫：“好

老师的道德情操最终要体现到对所

从事职业的忠诚和热爱上来。”

以中小学为例：既然“秉持公平

诚信”，就“不得在招生、考试、推优、

保送及绩效考核、岗位聘用、职称评

聘、评优评奖等工作中徇私舞弊、弄

虚作假”；既然“坚守廉洁自律、清廉

从教”，就“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

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

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不得向

学生推销图书报刊、教辅材料、社会

保险或利用家长资源谋取私利”；既

然“规范从教行为”“自觉抵制不良风

气”，就“不得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或

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提

供相关信息”。《准则》通过正面与负

面的比对界定，帮助教育工作者划清

自觉践行的准绳与严守的底线。

《准则》中的禁止性规定，不是

空穴来风，不是空洞吹风，不能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

佳，而是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预防

保健、体检免疫、防微杜渐、强身健

体，是对广大教师的提醒、戒勉、警

示和严管厚爱。一方面，要敬畏《准

则》作为基准守则的实践导向与约

束的刚性，各级各类学校要采取有

力措施坚决查处师德违规行为，对

于发生《准则》中禁止行为的，要依

法依规按章按则严肃惩处，一经查

实绝不姑息；还要严格落实学校主

体责任，建立师德建设责任追究制

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宣传解读，各

地各校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采取多

种形式帮助广大教师全面理解和准

确把握，引导广大教师结合教书育

人实践，增强行动自觉，时刻自重、

自省、自警、自励，做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楷模。

总之，《准则》是新时代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现实体现，是教育理

想追求与教师专业发展的根基。关

键要在专业领域内形成思想统一、

伦理共识、价值认同进而实现行动

自觉，让《准则》成为伴随教师专业

生涯始终的行为镜鉴，时时刻刻自

省自警并接受学生、家长、同事的监

督与业内督导社会评价。2019 年，

将是《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全面深入落实之年，也是师德师

风建设创新实践与丰富发展之年。

党中央国务院年初制定颁布了《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

育 现 代 化 实 施 方 案（2018 － 2022

年）》，教育部还将出台“加强新时代

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全国各级各

类学校也将紧密结合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和教师专业成长规律，制定完

善落实《准则》的实施细则与管理办

法，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实践特色

与推广价值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教授、原

院长，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

专家工作组组长）

教师专业伦理与行为规范的最大公约数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知会与践行

□李 方

教育部牵头建立全国防
控近视联席会议机制

本报讯 根据《教育部等八部门

关于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的通知》部署，为构建

长效机制，加强对全国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工作的领导、规划与

管理，经商相关部门，近日教育部印

发《关于建立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的函》，

会同中央宣传部、卫生健康委、体育

总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中医

药局等部门，建立全国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

联席会议依据《全国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

制工作职责和议事规则》，领导全

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

研究决定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

年近视工作的宏观指导、统筹协

调、综合管理、重大政策调查研究

和督促检查等事项。联席会议主

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学校

卫生与健康教育和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和重要文件精神，审议全国综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的规章制

度和管理办法，研究决定重大政策

和发展事项，部署工作计划，负责

规划和指导，检查督促工作开展情

况，负责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改革试验区和试点县（市、区）

工作的指导、检查、督促，负责全国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

讲团工作的指导、检查、督促等。

联席会议是全国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工作的协调、议事和

决策机构，定期召开年度全体会

议，遇重大事项不定期召开工作会

议。教育部长陈宝生担任召集人，

教育部副部长钟登华、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李斌担任副召集人，中央宣

传部、教育部、卫生健康委、体育总

局、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中医

药局等九部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

担任成员。各成员单位设立联络

员。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教育部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日常

工作。 （师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