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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 洲

11 月 22 日，教育部公布 《中
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 （征求
意见稿）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教
师正当实施教育惩戒，因意外或者
学生本人因素导致学生身心造成损
害的，学校不得据此给予教师处分
或者其他不利处理。这表明教师教
育惩戒权的回归已摆上议事日程。
消息一出，即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和
热议。

对违规违纪学生实施必要的教
育惩戒，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
唯有教育惩戒权合理回归，才能确
保学校教育效度的提升和学生规则
意识的培养。令人遗憾的是，教育
惩戒的正当性一度受到质疑和批
判，沦为缺失爱心、有悖师德和落
后教育方式的代名词。

缺失必要惩戒的“跛脚”教
育 ， 导 致 一 些 中 小 学 校 怪 象 迭
出，师生关系开始扭曲，教育秩
序难以维护，育人功能不能全面
提 升 ， 校 园 欺 凌 得 不 到 有 效 制
止。面对言行失范的违规学生，
教师除了苍白无力的口头说教与
无原则的迁就外，往往不能管、
不敢管、不想管，对屡教不改的

犯错学生更是说不得、碰不得、
惹不得。凡此种种，显然不利于
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学校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在此背
景下，《征求意见稿》 明确指出，
教育惩戒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
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释放
出为教育惩戒“正名”、为教育观
念“纠偏”的强烈信号。

随着 《征求意见稿》 的出台，
需不需要教育惩戒的疑问已基本得
到解决，但如何落实和激活教师的
教育惩戒权，还大有文章可做。除
了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让教育惩
戒有法可依外，更需要教育行政部
门、学校、教师和家长乃至社会各
界转变教育理念，达成新的教育共
识。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教师在
敢用和善用教育惩戒权上吃下“定
心丸”。

对基层教育主管部门来说，当
务之急在于消除对教育惩戒的偏见
和误解，多一些担当和保护。作为
新时代指导义务教育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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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制定
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
列为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的重
要内容。但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

门依然停留在原有的思维模式上，
将过度和泛化的“赏识教育”视作
政治正确，把“没有教不好的学
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观念
绝对化和片面化。这种对教育惩戒
的偏见，必然导致相关部门对合理
惩戒手段的教育意义视而不见，使
其缺少必要的支持和保护。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将合理合
规的教育惩戒归为师德失范问题予
以严令禁止，斥之为“变相体罚”
或“心罚”。一旦因教师合理行使
教育惩戒权引发家校矛盾，学校及
教育部门又缺乏责任担当，往往为
了平息舆情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压和
处罚教师。这么做，难免让教师寒
心和畏惧，对教育惩戒产生抵触心
理。

对学生家长来说，则应消除过
度维权意识，学会换位思考，对教
育惩戒多一些信任和包容。对于正
处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只重表扬
鼓励，缺失批评惩戒，有悖于教育
规律和学生身心成长规律。因此，
家长应加强教育学、心理学常识的
学习，认真思考和理性面对孩子成
长中遇到的问题，主动与学校和教
师加强沟通与交流，做到换位思
考，用尊重和信任为教育惩戒营造
宽松的空间，减少和避免由此引发

的家校矛盾。与此相对应，学校应
通过家长会、家委会等多种形式加
强家庭教育方面的培训，充分发挥
家委会的桥梁作用，让学生家长参
与惩戒规则的制订过程，着力在教
育惩戒理念和方法上寻求家校共
识。

对广大教师来说，既要敢用
更要会用教育惩戒权，但切忌对
其过度迷信和神化。作为一种教
育手段，惩戒并非最终目的，理
应体现“惩而有教，戒而有爱”
的教育智慧。教师不能将教育惩
戒视作解决教育问题的“万能灵
药”，将其随意化和情绪化，从而
陷入“为惩戒而惩戒”的教育误
区。

教育惩戒不仅关乎学校和教
师的权利，还与广大学生、家长和
社会息息相关。教育惩戒权的落地
有待于多方共识的达成，也只有取
得包括家长在内的社会各方的理解
与配合，教育惩戒权才能真正激
活、发挥效益。

激活教育惩戒权尚需多方达成共识

刘越祥

近日，《浙江日报》 对衢州市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诸葛慧艳的违
纪违法案例作了剖析，深刻指出

“扭曲的‘顶梁柱’最终倒了”，寓
意深刻，颇具警示。

诸葛慧艳，在事业上，曾主政
一域，权位显赫；在家族里，声望
超然，举足轻重；在家庭中，更是
父母、丈夫和子女的倚靠。无论是
事业，还是家庭，她是名副其实的

“顶梁柱”。
但这根“顶梁柱”是扭曲的。

一方面，作为领导干部，她本应忠
诚于党，执政为民，干出一番令党

和人民满意的事业，可她忘了初
心，丢了根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
当作个人和家庭谋取私利、获取财
富的工具。另一方面，她官本位思
想严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不仅个人贪得无厌，还成为其兄弟
姐妹谋取暴利的倚仗，把他们也带
进了犯罪的深渊。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下
梁不正倒下来。诸葛慧艳这根“顶
梁柱”倒了，也就理所当然，其代
价也注定是惨重的。给党和人民的
事业带来重大损失，给党和政府的
名誉抹了黑；给家族带来了耻辱和
伤害；给家庭酿成悲剧，让年迈的
父母伤心、丈夫和子女揪心；个人

也因此失去了自由、名誉、幸福
等，可谓害人害己。

事实上，大多数落马官员处于
事业巅峰，上有老、下有小，承担
着“顶梁柱”角色，他们的倒毁及
造成的后果，着实令人警醒。

“顶梁柱”，让我想起老家乡下
新房上梁的习俗。新房即将落成，
上顶梁颇为讲究。对顶梁的材质要
求很高，要木材品质佳、粗大 、
挺直、形好，并须涂上防腐的桐
油；对顶梁的安装要求高，顶梁
上墙后，工匠要反复测量，力求
两端平衡端正，不偏不倚；顶梁
居屋顶正中，负重大，托举广，
确为一屋之核心，因此对顶梁的

期待也高。顶梁上好后，还得举
行祭拜仪式，以求家庭幸福、风
调雨顺、龙凤呈祥。

其 实 ， 官 场 上 的 “ 顶 梁 柱 ”
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首先，得
有优秀的政治、业务、作风、道
德、身体等综合素质，才能具备担
当“顶梁柱”的资格。其次，既要
摆正自身位置，还得坚守正道，刚
正不阿，一身正气，公私分明，廉
洁清正。再次，得有强烈的责任
感，担当组织重任，尽好家庭的责
任，扛起“顶梁柱”的担子，真正
不负组织培养、不负人民期盼、不
负家庭期望。唯有如此，“顶梁
柱”才会平正稳当、受人敬重。

扭曲的“顶梁柱”迟早会倒

王立彬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
茶。猪肉价格带动的食品价格涨势
能否稳得住、如何稳得住，涉及老
百姓的菜篮子预期，也是社会各界
最关心的话题。

现代经济学关注预期由来已
久。对老百姓来说，经济生活最直
观的预期就是一日三餐菜篮子。今
年以来，受非洲猪瘟等多种因素叠
加影响，生猪供给量下降较快，猪
肉价格显著上涨并带动牛羊肉蛋等
食品价格走高。明天的肉价怎么
样、明年的猪价怎么样，都在形成
预期。当务之急，要把政府调控、
市场调节结合起来，长期手段、短
期工具综合施为，恢复产能、满足
需求、稳定预期，帮老百姓稳住菜
篮子。

为百姓排忧稳预期，一来道理
要讲明白，二来工作要见成效。
当前消费价格主要受食品尤其是
猪 肉 价 格 上 涨 拉 动 ， 非 食 品 价
格、服务价格涨幅处于近两年来

低位，特别是我国农产品供给能
力不断提高，粮食年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前三季度猪肉产
量下降的同时，禽肉、牛肉、羊
肉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10.2% 、 3.2% 、
2.3%。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目前
全国猪肉价格已连续 4 周回落，
降幅超过 20%，生猪生产总体进
入止降回升转折期。

物价稳预期，短期目标与长
期目标要兼顾，元旦、春节市场
预期与明后年预期都要稳。必须
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局部、短期
波动的准备。防止涨价预期发散
风险，坚决避免“猪肉带着菜篮
子飞”。

物价稳预期，需求侧与供给侧
是一致的，“菜篮”与“猪栏”都
要稳。老百姓的菜篮子预期要稳，
养殖户生产者的猪栏预期也要稳。
按中央要求，把生猪稳产保供作为

“三农”工作的重大任务，就要坚
持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
保国务院提出的生猪产业 2022 年
转型升级取得重要进展、2025 年
产业素质明显提升目标实现。养猪
的吃肉的预期一起稳，才能走出

“价跌伤农、价涨伤民”怪圈，最
终告别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所谓

“猪周期”。这也是人民群众对菜篮
子的美好预期。

帮老百姓
稳住菜篮子

【紧接第1版】 形成一批可复制推
广的成果经验，为全面推进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方案》 明确，要坚持保护优
先、强化传承，文化引领、彰显特
色，总体设计、统筹规划，积极稳
妥、改革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
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
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重点建
设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
合、传统利用 4 类主体功能区。

《方案》 要求，要修订制定法
律法规，推动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
进理念入法入规；要按照多规合一

要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分别编
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保护规划；要协调推进文物
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系统推
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
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
础工程建设；要完善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
责的工作格局，强化顶层设计、跨
区域统筹协调，在政策、资金等方
面为地方创造条件。要加强组织领
导和政策保障，广泛宣传引导，强
化督促落实，确保 《方案》 部署的
各项建设任务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