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视点··

责编/陈婉婉 版式/孙冠贤2021年 3月 5日 星期五教育时空

教育惩戒
不妨学习“寿镜吾”

■ 徐业伟

在经历了漫长的滥用快乐教育、赏识教育，导致学生行
为脱轨、教育教学质量严重滑坡以后，教育惩戒千呼万唤终
出来。

中小学生可塑性极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犯错。“玉不
琢，不成器”。 对于学生违纪行为倘若听之任之，不予适当的
惩戒教育，学生纪律观念会日趋下降，意志力会更加薄弱，心
灵会产生扭曲，不利于全面发展，不利于阳光成长，更不能形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法纪观念。 璞玉雕琢的过程虽艰难，成
器之后却是熠熠生辉。 2019 年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实施教
育惩戒规范》（征求意见稿），并从 2021 年 3 月 1 日开始正式
实施《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为教育惩戒下了定义，
明了边界。 这不仅是适时之举，更是明智之举。

《辞海》中“惩戒”的解释为：惩治过错，警戒将来。作为人
师，手持戒尺，教育惩戒既不能过“温，也不可过“火”。对于一
些学生的违反纪律行为，不能草草“只言片语”去搪塞，要视
情节的严重程度予以相应的惩戒， 否则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对于学生的过错，管理也不能出格，惩戒拿捏要有分寸，要把
握一个“限度”，莫让手中的教鞭，伤害了学生，更伤害了自
己。笔者曾见过或耳闻：迟到一次，罚站一天；写错一字，罚抄
200 遍；动作不规范，罚站跑操场 5 圈……如此下去，师生的
关系会日益僵化，学生逆反心理会日益膨胀。

教育惩戒的原点和终点都是教育。 “惩”是手段，“戒”是
目的。 这里，笔者建议不妨学学鲁迅的启蒙塾师寿镜吾老先
生的惩戒法：有一把戒尺，但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划，但也
不常用。当鲁迅提出“怪虫”问题时，老先生有些“怒色”了，答
以“不知道”；当孩子们到三味书屋的的小园中去玩而被老先
生发现时，只不过是“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当孩子们的
过错轻微时，先生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从中可以
看出，他其实是心疼体谅学生（不舍得打）。 两个“不常用”的
背后，我们读出了先生惩戒分寸拿捏的精准，更读出了老先
生的那一颗菩萨仁慈心。一次，鲁迅因为上课迟到，被博学且
严厉的老先生用戒尺去打手掌。 此后，鲁迅便用小刀在书桌
上刻了一个“早”字，用它来警醒自己要守时，上学不要迟到。
一次戒尺打手掌，让鲁迅一生铭记，一世“守时”。

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更是缺了钙的软骨
教育。教师是阳光事业，它承载着“传道授业解惑”之责，不能
让这个职业领域渐渐浓缩成狭窄的“授业”这一角天空。著名
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得好：纪律的出发点不是惩罚人，而是保
护人。 换言之，惩戒的出发点不是处罚人，而是教育人。 尽管
今天的惩戒权重归教师，但不可忘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的核心精神。 唯有惩戒有度，学生成长的路上才有光。

构筑农村娃的“梦想乐园”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李强

“开学了，我儿子特别开心，因为又能上他最喜欢的书法
课了。 ”临泉县庞营中心小学学生家长谷新玉跟着儿子一起
笑起来。他告诉记者，儿子从小就喜欢书法。为了支持孩子的
爱好， 他以前每个周末都陪孩子坐车去县城里的书法班学
习。“去年，咱们学校的少年宫建成了。每到周末，书法家从县
城来这里教孩子练字。 我们也不用再往城里跑，在家门口就
能学书法了。 ”谷新玉说起这个新变化赞不绝口。

让每一名农村孩子有人管、有地方去，培养了兴趣爱好，
学到实用技能，“成人、成才、成功”，是临泉县乡村少年宫致
力追求的育人目标。 2015 年以来，该县大力普及乡村学校少
年宫建设， 利用辖区各学校校舍、场地，进行改建或扩建，累
计投入资金 1056 万元， 加上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
的 23 所。 截至目前，该县所有乡镇、街道均建有一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均配备了钢琴、电子琴、古筝、葫芦丝、架子鼓等多
种活动器材，开设音乐、美术、体育、书法、手工等兴趣社团，
惠及全县 20 多万农村学生。

建得好还要用得好。 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全县乡村
少年宫发展， 每年补助每所乡村少年宫运营管理费 5 万元，
截至目前，累计额拨付运作经费 500 多万元。县文明办、财政
局、教育局组成调研评估小组，每年对全县 35 所乡村少年宫
进行调研评估， 将考评结果作为确定运作补助经费的依据，
使乡村少年宫的管理更加规范。

选准、配强辅导员队伍是开展好少年宫活动的关键。 为
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学校精心选聘少年宫辅导员。 临泉县除
从学校在职教师、退休教师中选聘专业特长教师外，还从县
书法、美术协会以及有一技之长的学生家长中选聘部分辅导
员，充分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兴趣需要。“这两个笔画要连贯
起来才好，字的结构要写的舒展一些，太挤了给人的感觉字
不稳……”在陈集中心校少年宫，书法辅导教师张鹏正在给
学生讲授书写要领。 他告诉记者，这所少年宫的书法兴趣班
最初设的是一个，后来感兴趣的孩子越来越多，现在已经发
展到了三个班。“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喜欢书法，书法艺术会
更好的得到传承，我打心眼儿里高兴。 ”张鹏说。

“乡村学校少年宫是学校教育立德树人、素质教育的重
要阵地，绝不能止于‘看上去很美’。截至目前，我们利用暑假
对辅导教师进行专项培训 4 次 1000 多人次，今后，我们还将
重点做好优化辅导员队伍、 关爱特殊儿童成长等方面的工
作，努力打造特色品牌，让乡村学校少年宫真正成为农村学
生放飞梦想的乐园。”谈及少年宫未来的发展，该县教育局党
委书记、局长柳洪明说。

各类艺术在乡村少年宫蓬勃开展起来，孩子们的见识更
广了、水平更高了、胆子更大了。 为促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发
展，展示教学成果，该县每年举行少年宫师生才艺大赛，选拔
舞蹈、合唱、乐器、绘画、书法、剪纸、手工等优秀作品进行展
示，并评出优秀作品予以表彰，同时积极选送部分优秀作品
和节目参加国家、省、市比赛，屡获各级大奖。据了解，在乡村
少年宫的推动下，该县陈集中心校少年宫选送的舞蹈《山里
山外》不仅在阜阳市第二届乡村少年宫大赛才艺大赛中获得
一等奖，还在我省第三届校园读书创作活动中也荣获了一等
奖；城关街道选送的舞蹈《庙会乐》获阜阳市“我和我的祖国
小荷风采舞蹈大赛”原创类金奖。

�� 青年大学生在哪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在哪里。。 青年
大学生在网络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延伸到网络上——————

汇一朵推动灵魂的

·教育漫笔·

·校园新鲜事·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3 月 1 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学生返校后，第一时间召集各年级学生召开寒假见闻座谈会。 2019
级的冯丽雯说：“利用寒假，我一边阅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边在网上和老师、同学交流读书心得，对党的历
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感觉跟党的心更贴近了。 ”据悉，在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
该校自去年 7 月开始，紧扣大学生学习生活，开展各种党史教育。 其中线上学习，因为便捷、灵活、交流及时而获得
了全校师生广泛的参与。

现今，网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加强网络育人成为我省各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思想教
育实效的重要之举。

智慧资助精准传递温暖

“学校送的温暖，不仅温暖了我，也温暖了我
的家人。 ”春寒料峭，安师大 2020级新生马同学穿
着一件“有故事”的羽绒服返校了，3月 5日她将迎
来新学期的正式报到。 “上学期期末，我的校园卡
里突然多了 500元钱，后来老师悄悄告诉我是学
校给我发‘红包’了，让我去买件暖和的羽绒服，
当时真是浑身都感到暖意。 寒假里，家人看到这
件新衣服也觉得学校对学生特别细心特别好。 ”
马同学跟记者说起了这件衣服背后的故事。

据悉，上学期，安徽师范大学通过智慧思政
平台， 对全校 2 万余名在校学生进行了消费数
据跟踪。 学校参照芜湖市低保标准（630 元/月）
和学生上个月的消费下降幅度，共筛查出 64 名
贫困学生属于 12 月消费偏低群体。该校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主任项家春表示， 网络思政平台可
以科学准确地统计出每天在食堂至少进餐 2 次
且消费水平明显低下的学生信息， 这为了解学
生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 学校依靠
这些数据开展“暖冬行动”，静悄悄地向 4721 名
贫困学子发放各类资助资金 337.72 万元，做到
分层分类资助全覆盖。

据悉，除了安徽师范大学之外，安徽医科大
学、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理工大学等多所高校都
依托智慧思政平台，开展了“暖冬行动”。这些学
校都是借助智慧思政数据分析平台， 将大数据
与信息化相融合，让学生资助工作更精准、更便
捷、更智慧。

在智慧思政数据分析平台上， 我省加大了
数据共享力度，实现了对特殊群体学生、困难学
生的精准认定。 我省级层面通过平台将建档立
卡、 孤儿、 残疾等群体学生信息推送给各地各
校，结合学校线下排查获得数据，实现特殊家庭
学生精准资助。 另一方面我省也分级编制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量化认定指标体系， 整合学生家
庭经济状况、 在校期间消费以及网上行为等数
据，对学生经济困难程度进行赋分，提高困难学
生识别精准度。

目前 ，16 所首批试点高校已在智慧思政
课、智慧资助、智慧就业、新媒体联盟与舆情分
析、 校园安全与阵地管理、 心理健康与危机干
预、创新创业等方面，逐步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
网络思政工作模式。未来，我省还将联合国内大
数据技术水平最高、实力最强、实践经验丰富的
业内机构开展合作，力争在顶层设计、分析处理
能力、 内外部资源整合和实际应用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取得开创性成果。

数据谱写青春足音

本周内 ，安徽农业大学学生相继分
批返校。 该校信息与计算机学院辅导员
陈玲玲在迎接学生报到时 ，很自然地用
到了大数据统计来掌握学生寒假期间
的情况 。 “疫情期间的学生思政工作必
须细之又细 。 ”她说 ，“多亏了智慧思政
工作大数据平台这个 ‘好帮手 ’。 ”依靠
这个平台 ，老师可以对学生的学习生活
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比对 。 学生在校期
间每天的就餐 、上课 、自习等信息都能
及时上报汇总 ，甚至学生在图书馆借阅
的书籍名目 、 上网时长等都有数据呈

现 。 如此一来 ，学生的学习生活是否正
常，辅导员可以一目了然。

陈老师所说的这个智慧思政工作大
数据平台， 正式组建于 2019 年 4 月。 当
时，安徽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在
安徽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其中就囊括了承
担统领思政教育、服务、管理等各项工作
核心功能的智慧思政工作大数据平台。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数据”是省级高
校大数据中心的金字招牌，通过整合智慧
思政课、网络舆情、新媒体、智慧资助、易
班等各系统数据，学校可以清楚地了解学

生的思想和言行动态，了解学生的困难和
需求，及时响应，强化思想引领。其中的教
育新媒体联盟暨舆情分析功能模块更是
我省加强教育引领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
创新做法， 做到思政话语传递更及时、更
广泛、更深入，将教育的理念和教育系统
的声音传播出去。

目前， 省级高校大数据中心正加快
建设， 省校两级一体化智慧思政工作大
数据平台已开发完成， 相关功能模块已
实现平台聚合，任务部署、项目申报等工
作已通过平台开展。去年疫情期间，依托
该平台开发了新冠肺炎疫情监测服务系
统，覆盖 122 所高校 143 万师生，在疫情
精准监测、 防护知识教育、 心理咨询服
务、师生思想引导、服务线上教学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一节课塑同一个梦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许多新
情况新任务，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网而生、
因网而兴、因网而增。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要做到‘学生在哪里，思想政治工作就要
做到哪里’。”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王佩刚
表示。 为落实网络育人体系建设任务，安

徽做为全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省
之一，自 2018 年起开始，由省委教育工委
牵头组建省级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
心。全省投入近 1800 万元设立专项经费，
着力构建全省网络思政大格局。

除了教管服一体化智慧思政平台外，
安徽省高校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中心还囊
括智慧思政课、智慧资助、易班发展中心、
新媒体联盟及舆情分析研判中心等 5 项
功能模块。

智慧思政课模块将 PC 端、 移动端、
云端、教学端、学习端、管理端融为一体，
形成集课程教学、资源共享、网络研讨、数
据采集于一体“思政金课”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模式，解决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不
能充分共享， 教学质量不能有效保证”的
问题。 依托这一平台，安徽师范大学 2020
年毕业季的品牌活动———主题青春思政

课在线上举行： 学校邀请到了宿管阿姨、
辅导员和教师， 与毕业生们隔空话别；还
邀请了扎根基层就业的毕业生代表及考
研、创业等各领域表现突出的同学代表分
享自身的青春故事，包括其他年级在内的
4.6 万余人次收看了直播。

“这是我本科期间参加的最后一堂青
春思政课， 网络那端有我的老师和同学，
他们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 ”毕
业生代表张文逸说。 毕业后，她随即参加
了研究生支教团，前往西部进行为期一年
的支教。“青春思政课是一粒小小的种子，
在朋辈传承中给我激励和引领。 ”她希望
自己能圆满完成一年的支教生活，等到再
次返回校园时，能看到由这粒种子结出来
的鲜艳花朵。

据悉，去年疫情期间，智慧思政课平
台的线上课程让全省数百万大学生在家
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思政教育资源。通过该
平台组织 10 多场场云端“战‘疫’思政大
课”， 在线培训全省高校辅导员和思政课
教师 2265 名，平台总访问量达近 3887 万
人次。

荨 3 月 4 日， 合肥市五十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
区的入团积极分子， 在接受完爱国主义教育后， 向党旗宣
誓：“不忘初心、同心向党，心系祖国、热爱人民。 ”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李晓鹏 摄

荩 3 月 3 日，“革命伉俪”梅大光和王艺修在铜陵向小学生讲述党史故事。 新学期伊始，共青团铜陵
市义安区委员会开展“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活动，邀请“老兵宣讲团”分享党史故事，引
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梅建广 摄

“革命伉俪”讲党史

党旗下的宣誓

“““““思思思政政政云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