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教

育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义务

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明确规定，健全作业管理办法，统

筹调控作业量和作业时间；严控考试

次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有

媒体援引相关负责人的话指出，《指

南》将着力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

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3月22日《光明日报》）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办学存

在较为严重的应试倾向，其根源在于

地方政府存在的唯升学率的政绩导

向。要扭转义务教育的应试导向，首

要的就是扭转地方政府的唯升学率的

政绩导向。

在任何国家，学生在高中毕业后，

都面临升学与就业的问题。不过，像我

国这样的基础教育面临巨大应试压力，

以及学校在组织教学中的升学导向如

此强烈的，似乎并不多。这与相关管理

部门对学校办学的评价体系有密切关

系。比如，在日韩，高考竞争虽然也异

常激烈，但中小学给学生开设的课程是

相对完整的，体育等课程也不存在被边

缘化的问题。这正是因为升学是学生

的选择，学校的职责只是给学生这一求

学阶段提供高质量的、完整的教育。

以学校的升学率考核学校办学，

其实是与政府举办教育的职责背离

的。政府作为教育举办者，重要的职

责是办好各类教育、学校，若以升学率

评价学校办学，就必然出现强化某类

教育、学校，歧视其他类教育、学校的

问题，还会影响学生在就业与升学之

间作出理性的选择。这对于政府部门

来说，无异于给自己发展面向所有学

生的教育制造障碍。

政府部门的关注点由升学率转为

学校开设课程及完成课程教学的情

况，系依法治教。对于义务教育来说，

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依法按“五

育并举”的要求保障教育投入以及监

督学校依法办学。至于学校如何办

学，应该把自主权交给学校；办学质量

如何，也应由专业机构进行评价；教师

教得如何，应由教师共同体评价。简

言之，就是要切实推进国家一直在强

调的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这是地方

政府树立正确教育政绩观，构建良好

教育生态的关键。

为研制《指南》，有关方面重点搜集

整理并研究分析了1555份中央与地方

相关政策文件。为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我国先后已发布

1000多份文件，不可谓不重视，这也从

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落实与推进之

难。持续推进问题解决，必须在关键点

上寻求突破。从长远看，我国必须深化

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明确政府发展

教育的基本职责，形成科学的教育政绩

观。而就当前看，则有必要建立教育问

责机制，对违反减负规定、纵容违规办

学的地方政府严肃问责，不能让规定只

停留在文件上。

摒弃唯升学率的政绩观
□ 熊丙奇

盲盒营销，别盯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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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赵国祥在去年两会上

提的“关于加快推进师范院校‘再师

范化’的建议”，得到了教育部的回

应。教育部称，在教师教育体系从

封闭走向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众多

师范院校选择走综合化发展道路，

使得自身在提升实力的同时，也出

现了“去师范化”的现象。

（3月17日《浙江教育报》）

师 范 院 校 不 能 少 了“ 师 范

味”。首先，这是师范院校本身的

职责所决定的。随着《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的实施，教师教育将由办

学模式改革向培养模式改革深化，

普通师范院校是面向基础教育、专

门培养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机构。

这一职责决定了师范院校必须坚

守“师范味”。其次，这也是国家教

育发展的需要。“德高为师，身正为

范。”高等师范学校应以培养合格

的中小学师资为己任。这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

予师范院校的重任，是其办学的指

导思想。

师范院校少了“师范味”是一种

不正常的现象。为此，政府和教育

部应当正视现实，尽快构建新型师

范院校评估体系，凸显和侧重教师

培养质量，把立德树人、教学能力、

教育实践等作为教师培养质量评估

的核心内容，真正彰显师范院校人

才培养的优势。

近日媒体报道，在一些连锁文具店或文化用品店内都能买

到笔、橡皮、笔记本等各类文具盲盒。它们价格5元到30元不

等，成为中小学生的时下新宠。不止于此，当下市场上流行的卡

片盲盒、图书盲盒等，均锁定青少年人群。作为潮流文化的新形

式，盲盒消费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和信息不对称性，容易令人沉

迷。单次购买盲盒价格并不昂贵，然而一旦成瘾，开销不少。盲

盒营销已经带来诸多乱象，若是打起青少年的主意，这样的生意

经就念歪了。

王铎

银保监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发

布通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

贷款，明确小额贷款公司不得向

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通

知指出，部分小额贷款公司以大

学校园为目标，通过和科技公司

合作等方式进行诱导性营销，发

放针对在校大学生的互联网消费

贷款，引诱大学生过度超前消费，

导致部分大学生陷入高额贷款陷

阱，引起恶劣的社会影响。

（3月19日《广州日报》）

一个行业被点名、被“罚站”，

并非无缘无故。我们来看看大量

小额贷款公司纷纷涌向大学校

园、争相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

费贷款的隐性危害有多大。一方

面，互联网借贷大门洞开，将大学

生消费欲望这只“猛虎”放出笼

子，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成风，而

现实并不允许他们“撒野”，因为

多数人还是要靠父母供养。

另一方面，一些小额贷款公司不是雪中

送炭的慈善家，而是乘人之危的阴谋家。大

学阶段本是人生最美好的学习时光，因为超

前消费、过度消费陷入借贷泥沼而惶惶不可

终日，多么不应该。对此，监管部门能够坐

视不理吗？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治理，宜疏堵结

合。堵，要堵得牢、堵得死。因为小额贷款

公司“本领大”，会“七十二变”，总能依据相

关监管要求变出新花样来。监管部门要有

见招拆招、蛇打七寸的功夫，不给无良小额

贷款公司变身的机会。

疏，要疏得巧、疏得通。针对现实情况，

银保监会在通知中也提到了，各银行业金融

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开发针对性、

差异化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遵循小额、

短期、风险可控的原则，严格限制同一借款

人贷款余额和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总业

务规模。在审慎原则下推进相关业务，既能

满足大学生的部分需求，又做到风险可控，

不失为上策。

这几年，高学历家长越来越多，他们多

有顺利且成功的求学历程，大多积累下了成

熟、成体系的学习经验。据最新一期《半月

谈》报道，一些高学历家长将自己的经验和

观念“套用”到孩子的校园教育中，点评和质

疑教师授课内容，俨然成为学校教育的“编

外教师”。这让学校的一些教师陷入困惑：

家长总来指导教学，课都不知道怎么上了。

（3月18日《北京青年报》）

家长变身“编外教师”，误导和扭曲了

“家校共育”理念，非但不利于建立良好家校

关系，还会徒增家长、教师、学生的三方焦

虑。家长对日常教学场外“指点”，极大消解

了教师的课堂权威，也让孩子对待课堂的态

度更为随意，甚至会以父母对老师的质疑作

为自己不认真听讲的借口。而且，“七嘴八

舌”的家长争议，极易导致教师执教莫衷一

是甚至“乱了阵脚”，尤其是对于年轻教师，

更会挫伤教学自信，改变教育初心，影响教

改创新。久而久之，便会陷入茫然、困惑和

消沉心态。家长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

与监督，但不意味着家校教育可以混为一

谈。各方应该厘清各自职能边界，为学校教

育留有自主教学“空间”。

这两年，考教师资格证成

为 不 少 人 的“ 真 香 ”选 择 。

2016年，全年教师资格考试报

名人数共有260万人，2017年

达410万人，到2019年则攀升

至 900 万人。今年上半年教

师资格证考试日当天，网络讨

论热度更是直接将#教资#词

条送上微博热搜。

（3月19日《中国青年报》）

与“教资热”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一些教师岗位的意外

“爆冷”。在人社部发布的

2020 年第三季度全国最缺工

职业排行中，中小学教师首次

上榜。热衷于考“教资”的人，

似乎并不都是为了当老师，而

是抱着“多一种选择”的态度，

给自己默默铺着职业“后路”。

但是，对个人而言，哪里

热往哪里挤、随波逐流考证的

倾向则未免太过盲目。不少

热衷于“收集”证书的人认为，

技多不压身，证书越多越能给自己带来

奋斗的充实感和未来的安全感。然而很

多时候，埋头考证更多是在制造一种“自

己很努力”的假象，也是对当下事业瓶颈

和困境的逃避。

很多时候，人在对当下职业境况感

到不满时，常常会不自觉地给其他行业

加上一层“美好滤镜”。比如，在很多热

衷于考“教资”的人看来，老师就意味着

“旱涝保收”“到点下班”“不用操心”。殊

不知，要想真正做好教育工作，并不如想

象中那般轻松。

从掌握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性

格特点，到摸索出科学高效的教学方法，

教育事业需要不断用心灌溉。如果只是

抱着对教师行业的美好想象，缺乏“传道

授业解惑”的热情和耐心，那么即便最终

入行，也难以真正做好这份事业，对教育

和自我而言都是一种耽误。

职场生涯中，人最重要的是做到“认

识自己”。与其随波逐流考证，为自己铺

设可能根本就不会起步的“跑道”，还不

如穿过迷雾直面内心，作出更加理性务

实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选择。

师范院校应有“师范味”
□ 林莺

家长“指导”教学
逾越了家校边界

□ 郑桂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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