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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兴趣成为最好的内驱力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日前，合肥一中美国高中班丁雯琪同学被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专业录取，这也是麻省理工学院
在我省录取的首位本科生。 3 月 16 日，记者在合肥一中见到
了丁雯琪。 在轻松愉快的交谈中，她展示了坚实的成长足迹
和鲜明的个性，也为广大同龄人和家长朋友们提供了关于成
长成人成才的一些启示。

很多人都惊叹丁雯琪的成长足迹：从小学至今，她不仅
在学业成绩上一路领先，在中国古典舞、芭蕾舞、钢琴、书法、
篆刻、羽毛球等业余爱好上也是佼佼者。 她是如何做到学了
这么多内容，而时间不冲突呢？“很多兴趣特长都是在小学阶
段学业任务不重的时候学习的，小学阶段我花在学业上的时
间其实并不多。 ”丁雯琪坦言，在小学时，母亲对她的要求更
多是在行为习惯上。 “比如，要求我一回家就写作业，写完作
业才能玩。小孩子都是贪玩的，我也是。这个时候家长的严格
要求就很必要。 这些好习惯让我终生受益。 ”

对于兴趣特长班的学习，丁雯琪觉得相比考级，保持住
爱好才是最重要的。 有了爱好，每天枯燥的练习就不是压力
而是放松。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都有痛苦的过程，父母的坚
持很重要。 ”幼儿园时开始学钢琴，初中时才考完钢琴十级，
相比很多小学阶段就考完十级的琴童们来说，丁雯琪显得有
点“佛系”，但是正是这份不急不忙让她对钢琴的热爱一直持
续了下来。“有兴趣就不会觉得累，而是一种学习中间的放松
调剂。 ”丁雯琪说。

小学阶段的丁雯琪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喜欢看著名的魔
幻系列小说《哈利波特》。读完中文版之后，她觉得意犹未尽，
于是在升入初中后开始钻研原著。 1 至 9 册的《哈利波特》英
文原著厚厚一摞，刚开始看时也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不过浓
厚的兴趣让她并不畏难。 “遇到生词，我就逐个查词典，再联
系之前已经知道的故事情节，渐渐也能读通、读懂、读得津津
有味了。”丁雯琪说，英文原著让她对小说的细节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因此获得了更大的乐趣。 在此基础上养成的阅读原
著的习惯，对她高中之后的英文阅读理解有很大帮助。

相比英文阅读，她的中文深度阅读开始得更早，阅读范
围也更广。 “我小学的时候，时间比较充裕，什么类型的书都
喜欢看，入迷的时候就连吃饭时也要看，甚至举着筷子忘了
吃饭。 ”

年少时大量的阅读，开阔了丁雯琪的视野和思路。 很多
书中的世界和景象，她都急迫地想去体验。每到寒暑假，她特
别喜欢和家人一起去旅行。 “每次旅行，我都是不带任务的，
纯粹地去放松，全身心地去投入、去感受。曾经因为喜欢一条
老街，我在街上来回走了好多遍。 ”说到这一点，丁雯琪说：
“很感谢父母的支持，也感谢这些兴趣爱好，让我更放松地回
来投入学习。 ”

上初中后， 丁雯琪通过学校社团首次接触到了计算机
编程，一下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在学习的过程
中不断驱动着她向上攀登 、挑战自我 ，为此她学会了查找
资料、请教老师、自己钻研 ，在这个过程中 ，她收获了宝贵
的自学能力。 她认为小学阶段知识比较容易，但是到了初
中以后，可能更需要自学能力。 “尤其是高中，知识面广，知
识点多，如果会自学，就能深入进去，把知识点吃透。 这不
是靠仅仅刷题就能获得的。 ”班主任倪成阳老师也证实了
这一点。 他说：“丁雯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学能力很强、特
别自律，愿意花时间钻研。 究其原因，应该是她把兴趣发展
成了最强大的内驱力。 ”

立规矩

为惩戒划好“红线”

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熊孩子调皮捣蛋的
现象比较常见，一些行为甚至具有危险性、侵
犯其他师生合法权益，教师们往往很是头疼。

“教育惩戒，其实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绕
不过去的一个问题。 ”合肥市蜀新苑小学教师
杜培凡告诉记者。 合理的惩戒对及时矫正熊
孩子的错误行为， 使其健康成长无疑将起到
重要作用。 对犯错的学生，敢于“亮剑”也是教
师有担当、尽责任的体现。

为帮助教师正确解读规则， 牢固树立依
法行使惩戒权的意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试行）》颁布后，我省很多学校立即组织全体
教师进行学习，并且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制
定、修改校规校纪，明确各方职责。

阜阳市阜纺小学在解读培训会上，引导
教师加深对新规的理解，明确教师实施惩戒
有“三要素”：总体来说对教育惩戒要“慎用”
“少用”乃至“不用”，对确需实施教育惩戒的，
首先应采取正面的方式进行教育引导，教育
引导无效后再考虑实施教育惩戒。 其次在实
施教育惩戒的过程中，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
绪和状态，避免发生意外。

安庆市人民路小学副校长刘娟告诉记
者，只有把教育惩戒权的实施条件、方式、范
围、 限度和滥用教育惩戒权的责任更加明
晰、清楚，教师才能做到“手中有戒尺，心中
有分寸”。既不能当管不管，也不能随意管之
甚至过度管之；教师也需要通过学习，提高
依法履行职责的意识与能力，慎重使用教育
惩戒权，明确惩戒重在“戒”，是在保护学生
身心健康不受侵害的基础上给予的警醒教
育，其本质应从师爱出发，以促进学生引以
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为目的，而不是借惩
戒之名，宣泄教师的个人情绪。 所以教育惩
戒既要做到时机恰当， 又要做到惩戒有度。
此外，学校也要向家长做好宣传，引导家长
关注、学习《规则》，进而理解、配合并支持学
校和教师对学生的合法教育行为，家校形成
合力。 家长也要履行对子女的教育监管职
责，尊重教师的教育权利，参与或监督教师
行使好教育惩戒权。

值得注意的是，惩戒将成为教师促进学
生学习的有效手段，但不是惩罚的“棍棒”。
《规则》指出教师必须为人师表，应当尊重未
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有对未成年学生和
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
尊严的行为。 因此,划好“红线”对教师实施
惩戒时尤为重要。

“暖心三堂课”开启新学期

■ 本报通讯员 杨艳

为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新学期，安徽医科大学自 3 月初
开始，围绕开学以来的第一堂思政教育课、第一堂心理健康
课、第一堂励志成才课，持续开展“暖心三堂课”活动，助力全
校 2 万多名医学生奋力前行。

安医大今年连续第 12 年把观看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
奖典礼”作为开学第一堂思政教育课，组织全校学生集体收
看。 “今年感动中国表彰的第一位人物便是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的院长张定宇。 像他一样在疫情面前挺身而出、无私奉献
的医护人员，都是我们医学生的榜样！身为新时代的青年，我
们更应该学习他们身上宝贵的优秀品质， 汲取奋进力量，坚
定信仰、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2018 级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卢逸萧与室友们一起观看 2020 年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时，激
动地在班级群里表态。 不少学生都在班级群聊、班会课中表
达了将在“感动中国”人物精神的指引下，汲取前进力量，带
着感动继续再出发的愿望。此外，该校发挥医学院特色，在校
内举办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题展，引导学生进一步感受伟
大抗疫精神。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你开学返校的心情，你会选什
么颜色？ ”这是该校心理健康教育与辅导中心老师为同学们
进行线上心理辅导中的一道测试题。 该校近期举办了“春季
心理健康周”为学生们上好第一堂心理健康课。活动周内，组
织开展各类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56 项，学生参与率 100%。 学
校不仅为全校学生发放返校前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完善心理
健康档案，提供线上线下心理咨询，还开展以“返校前适应性
心理、返校后情绪管理、春季心理健康保健维护、逐利心理的
误区及预防”为内容的系列心理健康讲座和团体心理辅导活
动，切实加强学生心理素质，引导学生以更好的姿态面对开
学生活。

面对学生的学习、就业、生活等各类需求，学校积极回
应，出实招、干实事，为上好第一堂励志成才课，每周都邀请
用人单位“走进来”，和小规模带学生集体应聘“送出去”相结
合，推动就业工作开展。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正在积极筹备春
季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 校院两级积极拓展就业渠道，收集
就业信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下，持续做好就业指导和
服务。

该校还在摸排的基础上，全面掌握特殊困难学生的实际
情况，对在寒假期间家庭发生突发变故的学生、身体患有重
大疾病的学生、新疆籍及西藏籍特殊困难等级学生、因心理
健康问题尚在药物治疗期的学生给予物质补助；为补考学生
以及学业困难学生提供学业指导服务；为考研学生提供模拟
面试和调剂咨询服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设“弘毅计划”
励志培训班，全面提升综合素质。

·校园新鲜事·

·教育视点·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3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如何用好“惩戒”这把尺，改变老师对学
生“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既考验教育者的智慧，也
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合力———

重拾““戒尺””，，如何拿捏好““度””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去年 12 月底，《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出台标志着“教育惩戒权”正式确立，这在我国中小学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行使教育惩戒权的初衷就是赋予教育和教育者相应权益，让教师重拾“戒尺”，通过“惩戒”手段培育学生的规则意识与纪律意识。

学校敢于担当，及时、正确、严肃地行使“教育惩戒”是实施《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应尽的责任。
以立法形式保障教育惩戒权的行使，在给教育工作者带来底气的同时，也对学校、老师和家长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惩戒的度该如何把握？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颁布 3 个多月来，我省多地多校对此进行了有效探讨。

开渠道 给学生、家长申诉空间

实施合理教育惩戒从来都不是“一言
堂”，它需要听到更多的声音。

3 月 10 日， 省示范高中———合肥市
第八中学在全省率先宣布成立学校 《中
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申诉委员会，
维护学生合理权益， 进而帮助教师合理
行使教育惩戒权、准确把握惩戒边界。

据悉，该校教育惩戒申诉委员会是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以及《合肥
八中校规违纪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
充分酝酿和准备后成立的， 坚持以生为
本、教育为主、客观公正、有错必纠的原
则开展学生申诉处理工作， 可以保障学

生或家长在法定情形下 “状告有门”，可
以形成合理程序下维护学生权益的闭
环，为培养学生公民意识、增强学生遵纪
守法意识奠定基础。

“被惩戒学生如果对惩戒结果不认
可、不满意怎么办？ 那就可以通过这个申
诉委员会进行申诉， 委员会必须及时有
效地按照程序进行调查，给予回复。 这样
可以防止不当教育惩戒损害学生人格尊
严等合法权利， 确保学校对违纪学生处
分客观、公正，让教育惩戒更理性地回归
学校。 ”合肥八中校长杨开仁说。

教育惩戒申诉委员会由政教处负
责人、 团委负责人和学校法律顾问 、教

师代表、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组成。 受到
惩戒的学生中，如果对学校给予的纪律
处分、退学处理、取消入学资格处理 ，及
其他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处理或处分
有异议的，都可以通过这个委员会进行
申诉。 经申诉处理办公室复查 ，认为事
实清楚 、依据明确 、定性准确 、程序正
当、处分适当的惩戒，应予以维持 ；认为
做出处理或者处分的事实 、依据 、程序
等存在不当惩戒的，可以作出建议撤销
或变更的复查意见，并要求相关职能部
门予以研究，重新提交校申诉处理办公
室作出决定。

合肥师范附属小学也成立了具有
同样职能的学生申诉委员会 。 该校还
在新修订的校规校纪中 ， 明确规定了
家长对教师实施的教育惩戒有异议
的 ， 可以通过申诉委员会向学校提出
申诉 。

谋方法 让教育更有温度

“教育惩戒不是冷冰冰的处罚，它其
实是对孩子爱的教育， 教师应该要牢牢
抓住这个根本出发点，站得高，看得远 ，
从孩子的问题出发， 让惩戒的方法更有
高度。 ”合肥师范附属小学校长冯璐说，
这样的惩戒效果才能有深度。

惩戒不是目的， 而是要让孩子长记
性、受磨炼、有鉴别、存敬畏。因此，在惩戒
的形式上，很多学校采取了多元化、分层
化的处理。 如合肥师范附小规定，对违规
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 可以当场实
施点名批评、 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
班级公益服务任务、 一节课堂教学时间

内的教室内站立等灵活的惩戒。
不久前，阜阳市六里小学教师康晓黎

带领同学们针对出勤、课堂、作业 、清洁
卫生等情况，共同制定出班级公约。 对于
学生所犯同样性质的错误， 康晓黎采取
了不用的惩戒方式， 对缺乏耐心的孩子
罚拼拼图， 对不愿意参加体育活动的罚
跑步，对不爱阅读的罚朗读课文，打架的
孩子要给对方画一幅自画像， 写出对方
的三个优点……她从对孩子负责、 对孩
子成长有利的角度去设计惩戒教育方
式，既为犯错学生敲警钟，也警示其他同
学不重蹈覆辙。

让惩戒达到最佳效果，离不开感情交
流。 在实施惩戒的前后，教师从学生角度
思考、主动进行沟通也必不可少。

“小学生认知处于成长阶段，直接的
惩戒方式利于孩子理解教育的目的 ；而
青春期孩子心理特征是较波动、敏感的，
有的学生心理脆弱不能接受批评， 有的
学生就能在鞭策和批评声中快速成长起
来， 我们通常针对不同性格的学生采取
不同的教育惩戒方式。 ”阜阳市十五中教
师、心理咨询师马玉说。 因此，对于犯了
错误的学生，她让他们从班规、校规允许
的处罚中自主选择一种方式接受惩戒。

惩戒的原点和终点都是教育。 陶行
知先生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心中
有爱的教师，即使手握教育惩戒权，也会
得法有度，真正实现帮助“熊孩子 ”成长
为“雄孩子”。

荩 3 月 14 日是国际数学日，合肥市安居苑小学的孩子们，在课外科学
课堂上，通过趣味活动，拉近与数学的距离。 该校所在的蜀山区倡导社区
联合校园开展“四点半课堂”，以“专业辅导+志愿服务”的方式，推动“科普
进校园”，为学校和家长减压。 本报记者 杨竹 摄

荨 近日，淮北市妇联联合教育部门开展“党旗下成长”少年儿童学党史活动。 3
月 16 日，该市少年儿童学党史第一课在淮北市泉山路学校启动，优秀少先队员代表
来到学校“党建活动室”参观。 本报通讯员 赵明月 摄

科普进校园

少年学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