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元旦，为孩子报名参加元旦
联欢晚会的消息，在北京朝阳区某小
学一年级的家长群里沸腾了。班级家
委会的家长向记者介绍：“晚会的布
置交给家委会，各自报节目，最后由
家委会汇总给老师。学校不负责组织
排练，要求学生自行在家进行排演。 ”
另一位家长表示不理解：“过去学校
举办个大型联欢会，都由老师组织统
一排练，现在这些事也交给家长了？ ”

（12 月 23 日《光明日报》）
“孩子过节 、家长过 ‘劫 ’”的现

象，由来已久。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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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提出要“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
担”。 由此家长方面也就多多少少衍
生出一种新的担心———为教师减负，
是否会把一些负担转嫁给自己？

家长自感在孩子的学习成长上
负担重，有着社会结构性因素，当然
不能完全将原因推给教师和学校。但
是，由于家校分工的模糊化，家长可
能承受了一些本不该承受的负担，也
是不争的事实。今年 7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就要求教师应完善作业考试辅导，杜
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
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教师要认真批改

作业，强化面批讲解，及时做好反馈。
至于新一轮的为教师减负行动，

也确实有必要防止以“减负”之名将
一些负担转嫁给家长。这首先需要各
级地方和部门、学校在执行上，准确
把握减负的内涵———该减的必须减，
不该减的则要避免乱减。 要知道，这
次针对中小学教师的减负，主要方向
是要减少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
教学无关的事项。但为教师减负不意
味着教师可以零负担，而恰恰是要保
证教师能将更多精力用在教育教学
上。显然，这样的减负，并不包括让家
长去分担本就属于教师的“负担”。要
实现这一点，除了政策执行上不能走
样，教师和家长在教育责任上的分工
也应该更加明确。

除此之外，不管是教师负担还是
家长负担，都有必要放在一个整体的
概念下来审视。如此次公布的减负意
见所示，教师负担中确实有不少是来
自非教育教学任务的不合理施压。但
是，“为家长减负可能担心把负担转
嫁给教师，为教师减负可能担心把负
担转嫁给家长”， 这样一种拉锯式的
状态，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学生的
负担过重。只有真正把学生的负担减
下来，减少社会对教育的过高期待和
功利化追求，才能真正让教师、家长
减负形成“釜底抽薪”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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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教
师法》 第二十五条即明确规定：“教师的
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
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 ”

“义务教育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
员”由此成为一个议题，几乎每年都会
出现在公共视野之中。 其间，不乏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的呼吁， 也有媒体的讨
论，更有国家领导人的关切。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改革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核定绩效
工资总量时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
收入水平，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2018 年 7 月 30 日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上， 李克强总理强调，必
须压实地方政府责任，确保义务教育教
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
的平均工资水平，“没有达标的省份要
限期整改达标， 这件事不能再耽误了，
一耽误就是一代人，必须加快推进。 ”

提高教师待遇，“义务教育教师工
资不低于公务员”，做到了这一点，全社
会都会受益， 这已日益成为一个共识，
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逐渐有
了实现共识的物质基础。 近年来，义务
教育教师薪资待遇普遍得到提高的确
是一个客观事实。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
些地区对相关要求落实得不够，乃至教
师为争取正常待遇愤而维权的事件也
时有发生。

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待遇难在何处？
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一些地方财力
不足、各级政府对教师工资的支出责任
没能完全厘清、缺乏明确而稳定的工资
增长机制，都是容易想到的因素。 除此
之外，个别地区对落实教师法定待遇重
视不够无疑也是重要原因。

但不论是什么原因，教师待遇必须
确保，法律的刚性也必须维护。 在如何
促落实的问题上，近年来有关部门其实
早有动作。

今年 10 月，福建省政府下发文件，

要求确保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
于当地公务员， 文件中措辞严厉地表
示，“要把这项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强化
主体责任， 健全问责机制”，“确保所有
县（市、区）都达到政策要求”。 而福建省
这一雷霆般的举动正缘于相关督导：在
此之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针对福建省政府履行教育职责开展了
评价，最后指出，福建个别县、市、区，中
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公务
员平均水平，要求福建整改落实。

毫无疑问，以督导促落实是一个有
力的举措。 现在，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明确，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情
况将是 2020 年的督导重点， 意味着接
下来的督导既是重点督导，更是一次不
留死角的全面督导。

督导将推动义务教育教师法定待
遇的落实，这一点可以期待。 而从长远
来看，进一步完善教师工资结构、健全
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仍然需
要加速推进。 （摘自《南方都市报》）

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该动真格了

日前，在“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
犯罪，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发布
会上，最高检察院第九检察厅厅长史
卫忠表示，对于涉嫌犯罪，但未达刑
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决不能“一
放了之”，必须依法予以惩戒和矫治，
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的罪错程度设置
阶梯式的多种实体处遇措施，由相关
部门根据未成年人罪错程度和性质，
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12 月 23 日《北京青年报》）
据报道，未成年人犯罪中 ，绝大

多数施暴者未满 16 周岁， 甚至未满
14 周岁。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即便造
成严重后果， 也无法对其施加治安管
理处罚和刑事制裁。 相当于未成年身
份成了施暴者肆意妄为、欺凌他人、为
非作歹的“护身符”。 无论其如何嚣张
跋扈，也体验不到无视规则、肆意作恶
的任何后果， 不会树立起对法律的敬
畏意识。

一些未成年人之所以走向歧途，
与社会风气的不良、家长的管教不当或溺爱、学
校的“不敢管”不无关系。 那么，在这些未成年人
犯错之后， 依然将其交由家长或学校 “严加管
教”的话，很可能出现“无人管教”的局面。 这显
然既不利于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矫正， 也不能
有效抚慰被害人，更不利于民众安全感的提升。

因而，不能“一放了之”有着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体现了有关部门正视未成年人犯罪，惩
戒和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态度和决心。 2016 年
11 月 1 日，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防治
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指出，对屡
教不改、多次实施欺凌和暴力的学生，必要时
转入专门学校就读。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草
案也规定对严重不良行为情节恶劣或者拒不
配合、接受教育矫治措施的未成年人，可以送
专门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并规定了各责
任主体应当采取的具体干预措施。

可见， 矫治惩戒罪错未成年人的体系呼之
欲出。 这也说明对罪错未成年人既不能“一放了
之”，也不能“一关了之”。 如果仅仅是将其“关起
来”而忽视了背后的复杂原因和未成年人易于矫
治的特点，也是对未成年人的严重不负责任。 这
决定了对罪错未成年人收容教养或送入专门学
校的同时，必须辅之以健全的心理干预、行为矫
正和适当惩戒体系。做到真正地对未成年人的未
来负责，既不放纵，也不抛弃，让罪错未成年人得
以知过能改，重新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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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在 2020 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时代楷模
人物等时事热词均进了政治
考题。

（12 月 22 日《南京日报》）

今年 8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强
调：“坚持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政治
引领和价值引领作用，统筹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各类课程与思政
课建设形成协同效应”。 今年的研考中，
“结合‘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事
迹，分析理想信念的作用 ”成为今年的
政治考题，不仅体现了与时政热点紧密
关联，而且符合中央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的部署要求，有效发挥政治引领和价值
引领作用，值得点赞。

理想信念作为精神之钙，应当是每
一位青年学生的强大精神动力和崇高
精神指引。 “品德修养能决定人生，它比
天资更重要 ”。 只有心中秉持信仰 、理
想、信念，脚下才能有无穷力量，才能实
现青春梦想。

好的榜样， 是最好的引导； 好的楷
模，是最好的说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
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推动全社会形
成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
氛围”。 “国家勋章”这道试题，应该成为
广大考生漫漫人生路上的一面明镜。

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航。
新时代新征程中， 每一名青年都应以张
富清等功勋模范为灯塔， 始终保持对理
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 不断加强道德修
养，以奉献创造价值，用奋斗书写人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
慧和力量，这也正是“国家勋章”进入研
考政治试题给我们带来的有益启示。

在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2019 年奖学金表彰典礼上，学校意外开出“大奖”
59800元！ 获奖者是该校大一学生余涛宏。 不久前，武汉地铁 7号线的一部扶
梯上，一位乘客摔倒了，志愿者余涛宏飞奔而下，摔倒在地也爬着去关停电梯，
避免了一场事故。社会越进步、国家越文明，就越是需要人们守望相助、互相关
心。 奖励救人助人的志愿者，就是对志愿精神崇高性的清晰确认。 李思辉

教育去功利化 方能真正减负
□ 朱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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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当重奖

日前，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专门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发出通知，
明确 2020 年将把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落实情况作为督导重点。通知指出，各地要
高度重视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保障工
作，认真落实《义务教育法》和中央有关文
件中对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应
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的
规定。

（12 月 20 日 教育部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