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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建设
要把“虚功”做实

局内人

□罗义安

日前，教育部曝光 8 起违反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典型案例，包

括在课堂上歧视、侮辱学生，诱导学

生参加有偿补课，要求学生从事与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宜。

需要承认的是，各地各校近年来不

断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尤其

是近年来不断推出相关政策，相关

工作也在不断加强。但是，解决师

德建设问题不仅是事后处罚，还要

考虑怎么把好进门关，怎么把握好

“标准”和“度”。

对于师德建设，一些地方、学校

习惯于“马后炮”，重视事后处罚，忽

视事前教育与预防。这不是师德建

设正确的打开方式。惩前可以毖后，

治病可以救人，给予违反职业道德的

教师处罚是必要的，同时师德建设更

要做“事前诸葛亮”，加强师德教育，

提高师德水平。

师德建设，预防是重心，教育是

重点，能否把“虚功”做实，“抓早、抓

细、抓小、抓实”是关键。

首先，要抓早。师德建设贵在抓

早，切忌“慢半拍”。师德建设抓早，

就是以预防为主。一要常态化进行

师德教育，即打“预防针”，让教师筑

牢思想篱笆，自觉规范教育教学行

为。二要经常性进行师德隐患排

查。隐患就是祸患，师德隐患排查、

排除不及时，就会酿成师德事故。只

有早排查、早发现、早排除，把失范行

为消除在萌芽状态，才能减少祸患。

其次，要抓细。慢工出细活，师

德建设是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要

克服急躁情绪。把师德建设抓细，一

是工作要细致，注重细节，在细微之

处下功夫；二是制度及师德红线等规

定、规则要细化，明确哪些可为，哪些

不可为，为教师提供具体的行为准则

和基本遵循。

再次，要抓小。师德建设赢在抓

小，切忌“抓大放小”。千里之堤，溃

于蚁穴。小问题、大问题都是问题，

大问题一般都是由小问题演变而来

的，因此即使是轻微的失范行为，也

要给予足够重视。小“病”不治终成

大“疾”，对教师轻微的失范行为网开

一面，等于在埋“地雷”。因此，师德

建设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

导向，聚焦小事、小节，从小处着手，

在小事上发力。

最后，要抓实。师德建设重在抓

实，切忌虚功虚做。有些地方或学校

师德建设搞得轰轰烈烈，举行启动仪

式、开展教育月活动、教师签师德承

诺书……师德建设固然需要通过一

定的形式推进，但重形式、轻内容就

会沦为形式主义。师德建设要形式

灵活，更要内容丰富，把虚功做实，将

每个环节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安陆市紫金

路小学）

□王 营

课后“3 点半”问题由来已久。

下午 3 点半之前，孩子在校学习；3

点半之后，孩子在家生活。但是，由

于作息时间不匹配，许多家长没有

办法接孩子，不得已把孩子送进各

种托管班和课外辅导班。大批孩子

进入培训班，又引发了“提前学”“负

担重”“传递焦虑”等问题。

据教育部官网公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已有30

个省份出台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政

策，36 个大中城市（4 个直辖市、27

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66.2%

的小学、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

务，43.2%的小学生、33.7%的初中生

自愿参加了课后服务。但是，自相

关政策发布伊始，就一直伴随着两

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些家长举双

手赞成，一些家长却不买账。同时，

不少中小学教师也表示，教学工作

已经十分繁重，再增加课后服务，无

疑“雪上加霜”。

从我所在地实行的课后托管服

务看，一些家长对课后托管服务之

所以不买账，一个重要原因是课后

托管服务不包含作业辅导。一些教

师随意占用这段时间讲课，学生的

家庭作业仍然要回到家里完成，课

业负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有加重

的趋势。

此外，学生能否在课后服务时

间完成当天的家庭作业，还取决于

作业量的多少。教育部日前出台的

《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

的通知》明确要求：“严控书面作业

总量。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

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安排

适当巩固练习；小学其他年级每天

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

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

均不超过90分钟。”如果课后托管服

务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一致，学生

不仅可以完成规定量的家庭作业，

学有余力的学生还能利用这段时间

参加学校组织的特长班，发展兴趣

爱好。

有鉴于此，我认为只要学校严

格落实教育部的要求，在作业设计

和布置上合理安排、科学规划、严格

把关，学生完全能够在课后服务时

间完成家庭作业。

首先，要合理安排课后服务时

间。学校要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

和个体差异，把时间还给学生，在

指导学生完成作业的同时，还要拓

宽学生学习空间，组织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课外文体、阅读和兴趣小组

活动，发展学生的特长，促进学生

健康发展。

其次，要科学规划和设计作

业。教师设计作业要坚持因材施教

原则，分层、分类布置作业，确保每

位学生都能完成规定量的作业：对

于优秀学生，在完成基础性、巩固类

作业的同时，可以让他们尝试做一

些探究性、实践性作业；对于中等

生，要督促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基础性作业；对于学习有困难的

学生，要布置一些适合他们学习水

平的作业，并给予个性化的跟踪辅

导，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再次，学校要严格把关，引导教

师规范布置和批改作业。凡书面作

业，教师要全批全改，并及时进行讲

评；要严格控制作业总量，严禁超

纲、超量布置作业；课后服务时间主

要用于学生完成作业，教师不得利

用这一时间讲授新课或进行集体辅

导；不得额外布置家庭作业。

最后，要尊重教师需求，科学

合理安排教师看管课后服务，切

实减轻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负担。

可实行轮班制，确保教师有充足

的时间备课、批改作业、参加教研

活 动 ，合 理 安 排 自 己 的 业 余 时

间。对于孩子小、家庭负担重等

有实际困难的教师，学校要给予

适当关心和照顾。

与此同时，家长也要转变观念，

不能给孩子布置额外的学习任务，

防止出现“校内减负、家长增负”现

象。家长要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

利用每天晚上的闲暇时间进行亲子

阅读，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可以根

据孩子的兴趣爱好，发展一项艺术

或体育特长；或是让孩子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培养孩子热爱劳动

的良好习惯；要切实保证孩子的睡

眠时间，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

习惯。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宁阳县教

育和体育局）

二孩家庭子女入学分散，导致

接送负担成倍增加，困扰着部分家

庭。据媒体报道，福建省福州市拟

在今年义务教育招生政策中增加

规定，以尽量满足家长需求，安排

二孩适龄儿童到其哥哥（姐姐）就

读的学校就学。

保证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

是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履行的教育

职责，也是适龄儿童应该享有的教

育权利。就城区来看，实行免试就

近划片入学还面临诸多问题，除符

合就近入学条件的部分学生，还有

一部分统筹调剂的适龄学生，如挂

户生和派位未中签的随迁子女。

这部分学生多为城市边缘群体的

子女，占有的资源有限，是需要特

殊关爱的受教育群体。

关注特殊群体，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获得均

等的受教育机会，充分体现了社

会的公平。入学政策覆盖面广、

关注度高，既要满足学生入学的

需要，又要杜绝制度漏洞带来的

所谓“择校现象”。统筹调剂学

生，是对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也

是就近入学之外的“特例”，必须

严格管理，确保制度落实到位，真

正服务特殊群体，惠及更多适龄

儿童。

在统筹调剂的适龄儿童中，二

孩子女家庭又面临二次调剂的问

题。调剂一般由教育主管部门依

据学校学位空额随机分配，这样一

来，二孩子女家庭很难保证两个子

女两次调剂均在同一所学校，进而

带来“二孩异校”接送困难的现实

问题。

在义务教育招生政策中增加

“二孩同校”的规定，方便家庭接

送，降低了家庭教育成本，切实解

决困扰家庭的难题，这样的制度设

计更加人性化，充分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理念，值得肯定。

当然，在推行“二孩同校”政策

过程中，在保证特殊群体学生受教

育权的同时，还要全面保证教育公

平，将操作置于阳光之下：建立健

全资格审查与招生公示制度，杜绝

特殊关爱政策成为制度漏洞，演变

成为“择校”的口子。

教育政策牵涉千家万户，每一

项政策的出台，关系到人民群众的

切身利益，这也是对教育管理者的

考验。在遵循公平正义、保证教育

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考虑人民群

众的切身利益，让教育政策兼具制

度刚性与人性关爱，制度才更具推

动力与执行力。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宿州市埇

桥区教育体育局）

今年1月5日，山东省泰安市

第十中学(九年一贯制学校)一名

六年级学生上课时误吞圆珠笔零

件卡住气管，该校音乐教师紧急

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救助，约 20

秒后，学生成功将异物咳出，身体

恢复正常。

看完这则新闻，在为这位教师

点赞时，自己不禁深思，从教20多

年来，前前后后参加过无数场教师

培训，却没有一场关于急救技能方

面的专业培训。

随后，我在学校教师群中做了

调查，询问谁会海姆立克急救法，

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无论是从教多

年的老教师，还是新入职的年轻教

师，了解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教师寥

寥无几，更没有一位教师接受过此

类专业培训，具备此项急救技能。

日常生活中，意外无处不在，

有些危险一旦发生，救援时间极

短，如不及时施救，恐危及生命。

比如心脏骤停，心脏骤停4分钟以

内为抢救的黄金时间，超过4分钟

就有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脑损伤，

心脏骤停时间更长就会出现脑死

亡。而在黄金4分钟内，心肺复苏

术抢救成功率高达60%。

中小学教师作为青少年学生

突发意外伤害事件最接近现场的

当事人，也是最有时间实施紧急救

援的成年人，掌握必备的急救知

识，具备一定的急救能力，对于挽

救遇险学生的生命有着决定性意

义，但现实状况却让人忧心。长期

以来，教师培训过度侧重于教师作

为专业技术人员的特征，忽视了教

师职业对象的特殊性，过分强调教

学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没能把生

命至上的理念贯穿于教育培训的

全过程。

针对以上状况，我觉得教育主

管部门和学校作为教师培训的基层

管理者，需要把以生为本理念作为

教师培训的核心放在突出位置，创

新教师培训内容和形式，真正做到

为学生开展培训，开展培训为学生。

首先，教师培训的管理者需要

转变观念，要把以生为本作为教师

培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师的

天职是教书育人，教书是为了育

人。因此，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要实

现由专业知识为中心的培训，转变

为以学生为中心的培训。

其次，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

调研教师急救知识培训的现状，制

定分步骤、可实施、全覆盖的教师

急救技能培训计划。由于各地教

师人数众多，且各类学校教师又有

学段和学科的差异性，急救技能培

训需要均衡同步推进，可以优先从

体育和心理健康教师等开始分类、

分阶段逐步实施。

最后，要让“急救课”成为新

入职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如果

说师德是新入职教师培训“第一

课”，那么“急救课”应该成为新教

师培训的“第二课”。因为师德培

训是从思想上教育新教师要做什

么样的教师，而急救培训则是从

行动上让新教师明白如何做合格

的教师。

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意外不

知道何时会降临，作为教育工作

者，我们必须做一个对意外有着充

分准备的人，唯有如此，才能减少

因急救不及时而造成的青少年学

生意外伤亡事件的发生。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舒城县城

关第三小学）

教师培训不能少了“急救课”
争鸣

□杜全发

“二孩同校”
彰显制度柔情

锐评

□梁 好

少对学生进行“有错推论”
教育之怪现状

□安 杰

一位朋友所在的学校是一所

寄宿制学校，每天晚饭后，学生都

要在教室外读一个多小时的书。

阅读的形式比较自由，可以单独读

书，可以两三个人一起读，可以坐

在凳子上读，也可以站起来自由走

动，只要学生参加晚读就可以。

最近，该校推出了新的政策，

要求学生晚读必须前后左右对齐，

间隔3米以上，且必须拿小板凳坐

下读。对此，学校给出了如下理

由：一是学生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会利用读书时间聊天，影响读书效

果。学生相互间隔3米以上，可以

保证不聊天，也不会影响别人。二

是有的学生坐着读书，有的学生走

动读书，看起来非常混乱。横竖一

条线，看起来整整齐齐，是学校管

理规范的体现。三是孤立不读书

的学生。有一部分学生不喜欢读

书，可能还会影响其他学生读书，

间隔3米以上，不读书的学生只能

坐着，不会影响其他学生。

学校的这种要求看似合理，实

则经不起推敲。

首先，规范管理是融入内心的

规范，不是形式上的规范。教育的

目的不是让学生照章办事，而是激

发学生学习的欲望。晚读期间，允

许学生自由选择读书方式，有助于

提高阅读效果。学生三三两两聚

在一起讨论，可以相互启发，产生

思维的碰撞，比单独学习更有效

果。另外，读书效果如何，取决于

学生是否主动读书，而不是读书的

形式。

其次，学校要给予学生足够的

信任，引导学生加强自我管理。在

一些学校管理者及教师看来，只要

学生聚在一起就是在聊天，殊不

知，学生也可能是在讨论学习。对

此，学校要给予学生足够的信任，

同时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

而不是想方设法把学生隔离开。

总之，学校与其在形式上做文

章，不如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上下

功夫，少对学生进行“有错推论”，

多考虑学生的成长。如果学校能

够将学生成长作为解决问题的出

发点，许多棘手的问题都可以找到

解决办法。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谨防课后服务引发增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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