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9 日，清华大学发出
改版后的首份录取通知书，它
的主人是来自安徽的信息学
竞赛保送生朱震霆，他被录取
至计算机类专业。随同录取通
知书一同送出的还有清华大
学校长邱勇的一封信和赠书
《万古江河》。

（7 月 9 日 《北京青年报》）
今年高考录取新生的大

幕拉开，清华大学在录取通知
书中附赠书籍，这已经是邱勇
自 2015 年当上校长后第五次
为全体新生赠书，此举已成为
清华大学引以为豪的美谈。如
此敢为人先的创举，坚守书香
之道，令人敬畏与仰慕。

录取通知书是留给学子
人生历程中最珍贵的记忆，因
而一直以来，诸多高校非常重
视录取通知书这个 “见面礼

物”，视为展现学校人文底蕴、突出创新
创意的最好载体。 清华大学在录取通知
书中赠书，并没有刻意去创设，于简单
之处蕴含着更多的人文意味。

五年来，邱勇赠送的书籍从路遥的
小说《平凡的世界》、美国作家梭罗的散
文集《瓦尔登湖》、艺术史名著《艺术的
故事》、科普名著《从一到无穷大》到今
年的历史专著《万古江河》。 阅读这些经
典名著，既倡导崇尚经典阅读的社会风
尚，又给予大学新生励志的教育，还有
培养当代大学生关心社会、 关注自然、
关怀历史的责任担当。

赠书并非简单让大学新生阅读一
本书， 邱勇还给学生布置了 “暑假作
业”， 让大学新生在新学期报到前认真
读完这本《万古江河》，并在入校后与老
师和同学们分享读书心得，“我也期待
着在学校与你们进行直接的交流”。 读
书重在消化吸收书中的营养 ， 学以致
用，学会思考，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提升
自己的思想认知。

录取通知书赠有书香，是有情有义
的举措，承载着对大学新生未来的理想
与抱负的期待，也将全民阅读更深地推
进了一步，让阅读经典成为当代大学生
的生活常态， 让高校校园充盈着书香，
因而，其价值导向无疑是深远和耐人寻
味的，也给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启迪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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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策发布遥相呼应，备受社会关
注的“20 年后打老师”案宣判，被告人
当庭表示上诉的新闻也增加了社会公
众对于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关注。 事实
上，目前的现实状况正如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司长吕玉刚所言，过去这些年一些
程序性的规定不是很严密、不是很规范
甚至缺失，也影响了教师正确地行使教
育惩戒权。 突出表现为，现在有的教师
对学生不敢管、不愿管，实际上这是对
学生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另外还存在
一些过度惩戒的行为， 甚至体罚学生，
这也是不合适、不应该的。

时至今日，对于教育惩戒权的内涵
外延、 规则程序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
依旧值得辨析和普及。 道理越辩越明，
对教育惩戒权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有助于推动教育理念进步和教育行为
改进。

首先，《意见》中提出的教育惩戒权
是完整而严谨的提法，《意见》明确的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惩戒权，而是专指教育
意义上的惩戒权，非指向教育目的的惩
戒、非教育形态下的惩戒，均不在确认
之列。 比如不是出于对学生的关爱、保
护，不是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愿望出
发来实施的惩戒，或者不在理性、冷静
状态，不合乎现代教育规律的方式方法
的惩戒，甚至假公济私、公报私仇的反
教育的惩戒等等。 所以，教育惩戒权的
表述完整不可分割，切不可省了或少了
“教育”两字。 甚至可以说，教师并没有
脱离“教育”的惩戒权。

其次，《意见》 中的教育惩戒权有

明确的边界和程序， 无论是民国时期
大教育家陈鹤琴笔下认可的 “友谊式
的劝导 、命令式的警告 、揭示姓名 、分
座”等方式，或者是当前教育实践较为
普遍的 “语言责备 、隔离 、剥夺某种权
利、没收、留校 、警告 、处分 、停学和开
除”等方法，其边界和程序均应清晰明
确， 并在实际操作中留有因人因事而
异的灵活性。

此外，《意见》倡导的教育惩戒权应
该有配套的系统措施。在赋予和明确教
师教育惩戒权的同时，也该明确学生的
权利救济途径，并应该加强对于教师行
使该权力的外在监督，确保其在规则和
笼子里运行，并严格禁止体罚或变相体
罚，防止“20 年后打老师”的悲剧再度
上演。

“教育惩戒权”不能省了“教育”两字
□ 罗容海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制
定实施细则， 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的要
求。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专门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明确实施教育惩戒权的原则， 研究制定
实施细则，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修订工作，保障教师有效行使教育惩戒权。

（7 月 16 日 《光明日报》）

防范恶意篡改志愿需堵住管理漏洞

7 月 12 日，媒体报道了两起高考志愿引发的疯狂操作。 因自己高考没考
好，浙江台州一名学生篡改了 3 名同学的志愿；因琐事发生矛盾，河南中牟一
名考生恶意填报同学的志愿，且连续修改两次，致使无法再做修改。 去年，贵
州遵义与河南平舆也发生了两起恶意填报同学高考志愿的事件。

恶意填报、篡改他人志愿的卑劣行为，会给考生本人带来极其严重的后
果，对此既要严肃追究恶意填报志愿者的法律责任，又要健全管理体系，堵住
系统漏洞，让作恶者无可乘之机。 史洪举 陈彬

7 月 14 日晚，陕西商洛市商州区
委宣传部公布“商丹高新学校初一女
生遭老师辱骂”事件处理结果：根据联
合调查组的调查事实，依据国务院《教
师资格条例》、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违
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规定，给
予涉事教师王某记过处分并撤销其教
师资格。 （7 月 16 日 《中国青年报》）

花式辱骂学生的班主任被清除出
教师队伍， 但由此引发的关于教师权
力与学生权益的讨论，远没结束。如何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是当前各方讨
论得最热烈的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陕西这起“辱骂学
生”事件，与“惩戒权”不是同一概念。
所谓教师惩戒，指的是出发点正确，通
过惩戒实现良好教育效果。

而 “你坐到教室就相当于一个死
人” 等花式辱骂， 绝不是 “恨铁不成
钢”。 该任课教师所“恨”，恐怕是恨这
个成绩比较差的学生拖了班级后腿，
影响了自己的业绩。 他也已经骂得明
明白白：“下学期你最好不要来了，如
果敢来，我一定把你掐死！ ”，这跟“为
学生好”的惩戒没有一点关系。

涉事教师在给学生和家长道歉时

称，“在管理上是我错了”———言外之
意，“管理之外”他没错？做人不能糊涂
到这种地步。老师逢课必骂，花式辱骂
学生，本质是教育暴力，也是一种严重
的“校园欺凌”，对学生的伤害极大。

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暴力与教师
欺凌问题，教育界、社会都有很多工作
要做。 首先，必须改变唯分数论、班级
成绩与老师业绩挂钩， 以及升学率与
学校管理者政绩挂钩的价值取向、考
核标准。 “唯分数论”所导致的教育取
向迷失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
些地方和学校的师德师风建设。

其次，我们还需要反思：以前对学
生的权益和人格教育，是否不够重视？
教师在课堂上要求学生集体羞辱一个
“差生”，如果真的形成这样的“集体人
格”， 显然不该是社会认同的教育结
果。套用该校政教处人员的话，这才叫
“教育的悲哀”吧？

值得欣慰的是，长期遭受教师欺凌
的 13 岁女生婷婷，最终选择抗争，用相
对理性的方式维权。 这也是一种提示：
“这届学生”的维权意识、独立能力已是
今非昔比。某些延续下来的教育方式将
渐行不通，该彻底扔进垃圾堆了。

日前， 剑桥通用五级考试
网站开放了 2019 年 10 月 19
日 KET 和 PET 校园版考试网
上报名的通道，短短几分钟，考
点便显示报名人数已满。 有上
海家长在社交媒体上说， 上海
的考点瞬间爆满， 周边省市也
很快被一抢而空， 四五百元的
报名费被一些黄牛炒到了四五
千元。

（7 月 11 日 《广州日报》）
为什么一场英语考试的报

名会如此火爆？ 仔细分析不难
发现， 这跟家长的择校焦虑有
很大关系。 为了减轻中小学生
负担，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招
生不再允许和培训机构分数、
竞赛成绩挂钩，没有了这些“硬
指标”，各种证书就成了孩子入
学录取时的重要佐证材料。

所谓技多不压身， 证多有
保障。英语既是国际性的语言，
又是学校的主要科目， 这样的
考试，考证与应试双不误，自然
备受家长青睐。 尤其是剑桥英
语在我国是通过教育部代理
的，有官方的背书，也是导致报
考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 除了剑桥英语考
试之外，课外的篮球、羽毛球、
航模、 画画等培训都在持续升
温中。 除了素质教育的正常需求之外，还
因为这也是一些中小学自主招生的项
目。 有的孩子学这些是兴趣所在，但有不
少是家长的强制要求， 目的就是为了增
加孩子上名校的砝码。 这种课堂外的竞
争，在大城市表现得更为激烈。 因为在大
城市里，家长们的择校焦虑也更为突出，
也更容易传导到孩子身上。

缓解家长们的择校焦虑， 只能通过
不断提高义务教育水平， 增加优质学位
供给，实现教育均等化来实现。 要想打破
“学校减负、家长增负”的跷跷板效应，除
了教育部门持续努力之外， 更需要家长
转变观念，不要急功近利。 孩子的成长有
其自身的规律， 在人生的长跑中，“起跑
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 复旦大学一
名教授在与该校“问题学生”接触并反复
谈话后指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
育家长”，深以为然。

教师辱骂学生也是一种校园欺凌
□ 马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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