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教育·培训 版本版编辑：郝振宇 版式：王 青 校对：桂 璐

2018年9月27日 星期四

3

近日，西安工业大学“翰墨飘香·光影追
梦——教职工、78 级校友书画摄影作品展”
举行。今年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学校本

科教育复办40周年，希望通过展览推动校园
成为书香校园、品质校园、文明校园，让文明
之花开遍西安工大。 □杨飞 乔海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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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爱叫溺爱，有一种教育叫
“发糖式”教育。不少教师都扮演“好
好先生”，不怎么敢管教学生。其原
因莫过于孩子在家里被父母宠爱过
度，家长忍受不了自己的孩子受一
点点的委屈，教师的“管教”稍稍不
留神就会被贴上“变相体罚”的标
签，一些老师怕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往往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其任性
而为。

家长对待正常的教育管教，应多
一份理解而少一份责备。每当下午放
学时，在各小学门口都会出现一道

“亮丽的风景”，不管是爷爷奶奶接孩
子，还是爸爸妈妈接孩子，都会有一
个共同的特征：大人全部背着书包，
手上牵着小孩。如果孩子从小就娇生
惯养，会造成今后孩子不肯吃苦也怕
吃苦，这样的孩子身上会少了一股韧
劲和拼劲，娇气脆弱而俯不下身，很
多事情都做不成。“玉不琢不成器”，
人只有经过不断磨练自己才有可能成
才。俗话说，“严师出高徒”，管教和
体罚是两回事，管教是教师在正常的
教育教学活动中，为了达到教育部门
所规定的教学目标，最大程度地实现
教育教学所采取的一些合法的、负责
的方式方法，对学习上有困难、行为

上有不当的学生采取的、能够教育他们改正错误的一种引
导帮助行为，是一种没有超出道德与法律允许的范围、学
生生理和心理都能承受的限度活动。而体罚是教师本人为
了泄私愤，对学生进行的暴力行为。所以，家长们，请善
待我们严厉老师，不要动辄就要去“上告”，相信老师们会
严而有度。

教育部门应出台教师管教的指导细节，多一份保护而少
一份责罚。虽说我国的教育体系在不断完善，《教育法》《教
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相应出台修定完善，但是很
多人还是难以把握这个“度”。教育部门可以联合各校的家
委会，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制定
一些教师管教学生的指导细节。划定相关红线，并组织教师
加强相关内容的学习和培训。真正让教师做到心中有戒尺、
脚下有红线，规范行使教师应有的权利，同时也要尽到教师
应尽的义务。希望不会再出现只有家长投诉，教育部门为了
息事宁人，不管对错就把相关教师批评一顿，还要教师赔礼
道歉，这样就没有老师再敢管教学生了。

社会舆论应该加强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多一份宽容而少
一份指责。每当有教师体罚学生的时候，或者有少数教师校
外培训的事情曝光后，各种媒体就会铺天盖地的大肆宣传，
各种谩骂的评论席卷而来。因为某几个人的过失或者过错，
承担责任的却是全体的教师，这显然是不公平的。要知道教
师也只是个普通人，也有一个平凡的家庭。一个人犯错了，
我们责罚他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今后能够做
得更好。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舆论及媒体对老师多一份宽容
之心，多一些正能量的引导，让这个社会风气处于良性的发
展。真正让学生能学有所成，教师能教有所乐，营造一个和
谐的教学氛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不能一味地躲在蜜罐里，要经得起
时间的磨练、经得起风雨的洗礼，唯有如
此才不负这个美好而伟大的新时代。

门槛低门槛低、、质量差质量差 校外培训该如何整治校外培训该如何整治？？

新学期开始了，很多家长又在纠结要
给孩子报几个校外培训班了，“其他孩子
都报了，不得不报”的想法比较普遍。对
此，教育部门近年来推出了一系列整改措
施，特别是今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引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要不要送孩子去上培训班？培训机
构真的靠谱管用吗？如何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发展？近期，许多读者来信反映自己
的生活感受和意见建议。

面对激烈升学竞争，家长省吃俭用把
孩子送到校外补习班

“每周三、周六，是我外孙参加课后培
训班的时间。每次拿起沉甸甸的书包、看
到孩子精疲力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滋
味。”安徽合肥市读者朱文河在来信中表
示很焦虑，“可是，如果不给孩子报，总怕
落后了。别人家的孩子都送到各种各样
的培训班，都在往前赶，咱不去不行呀！”

如今，很多家长给孩子报培训班，
就是为了能“技高一筹”，升学时有竞争

优势。另一方面，校外培训常常出现
“超纲”教学的情况，恰好迎合了一些家
长的心理。

江西南昌市读者慕云的女儿今年小
升初，班上 45名学生，无论成绩优良中
差，全部报名参加培训班。“学校知识架
构一样，师资水平相当，学生素质相差无
几。一些名校在录取优质生源时，经常会
有意识地用超纲的知识内容拉大分差。
因此，我的女儿平时成绩虽然优秀，但是
要想上一个好初中，仅仅依靠学校学的
东西是不够的，根本‘吃不饱’，必须补
习奥数等，学些超越她认知水平的知
识。”慕云说，“很多孩子培训后成绩确
实得到提升，水涨船高，考试分数线都被
拉高了。如果你家孩子再不培训，就可能
会落后一大截。”

“有特长才有机会”也是家长给孩子
报培训班的重要原因。辽宁大连市读者
郭义海说：“一些学校对有特长的学生明
显有偏爱，比如招小主持人，优先考虑参
加过音乐培训班、得过证书奖杯的孩子；
舞蹈队选拔，也喜欢有基础的孩子。孩子

不在校外学才艺，在学校里只能坐冷板
凳。有了特长就有了舞台，表现好还能加
分，孩子之间的差距就可能会越来越大。”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小学生校外学科补
习和兴趣扩展类培训的总体参与率为
48.3%，参与校外培训的学生每年平均支
出5616元，其中有很多培训机构收费昂
贵。尽管如此，有家长仍坚持送孩子去
培训班，既是为了孩子，甚至还有争面
子方面的考虑。河南郑州市读者吴贤德
说：“父母之间攀比严重，你总不能一毛不
拔。不管家庭经济多差，也要牙缝里省吃
俭用让孩子读补习班。儿子小学 6年时
间里，上补习班花掉不知多少钱，只能硬
挺着。”

部分培训机构门槛低、质量差，师资
力量没有保障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很多中小学生正
在遭受泛滥的校外培训的“绑架”，比如在
上海和江苏，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达到了
中小学校数量的4.5倍。可是在火爆的校

外培训市场上，培训班五花八门、鱼龙
混杂，部分机构门槛低、质量差。

上海读者周钰栋曾在浏览一家辅导
班师资介绍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
孩子初中学校的一名退休老师。“仔细一
看，介绍太假了！明明是普通学校的一
级教师，被说成是重点学校的高级教
师；明明是初级中学的普通任课教师，
被说成是高级中学的学科带头人……作
为家长，我还敢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个连
诚信都不要的辅导班吗？”还有读者来
信反映，不少培训机构的老师其实是实
习生，根本没有从业资格和教学经验，

“只要有一张金发碧眼的脸，都能成为
外教”。

除了假宣传，还有假培训、假成绩
等乱象。读者黄廷付在浙江嘉兴打工，
由于工作忙、无暇照顾孩子学业，就把
孩子送到一家辅导中心。没想到期中考
试时，孩子的成绩不升反降。“为了弄清
情况，我去辅导中心接孩子时，看到其
他几个孩子还在接受辅导。我故意放慢
给孩子整理书包的速度，结果听见老师

说，‘这是今天的作业答案，你们快点抄
完，等下你们的家长就该来接了！’”听
到这些，黄廷付大呼上当。

无独有偶，福建龙岩市读者温永给
孩子报了一个“包提高 10分”的辅导
班。事后他发现，在培训机构测试时，
孩子的成绩确实有提高，但是一回到学
校测试，成绩并没提高多少。“原来，培
训机构的老师会‘抓题’，测试都是培训
过的相同题型，到了学校就是另外一回
事了，这完全是糊弄家长。”

之所以会出现种种乱象，是因为一些
培训机构只以赚钱为目的。湖南长沙市
读者张闻骥的一位老同学经营了一家培
训机构，生意一直很火爆。老同学说，“一
共 9个老师，学历都不高，老师教得怎么
样、孩子学到了什么，反正没有具体的衡
量标准。再说，大多数家长也不会深入了
解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师资力量，给孩子报
名往往是盲目跟风和攀比。”老同学的这
番话让张闻骥大为吃惊。

在来信中，还有不少读者反映培训
机构证照不全、超范围经营的情况。其

中，有的培训机构仅具备营业执照，营
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为文化艺术咨询及教
育信息咨询服务，既不具备办学资质，
也没有办学条件。

规范培训机构发展，学校切断与培
训机构的利益共生链条

今年 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对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
展提出具体措施。

其中，针对教学质量问题，《意见》
明确提出，校外培训机构必须有相对稳
定的师资队伍，从事语文、数学、英语
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
师资格。

针对市场准入问题，《意见》明确提
出，校外培训机构必须经审批取得办学
许可证，登记取得营业执照，才能开展
培训，并严格审批登记。

“培训内容不得超出相应的国家课程
标准”“培训进度不得超过所在县（区）
中小学同期进度”“培训结束时间不得晚

于 20：30”……《意见》规定的这些内容明
确了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
绍，下半年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
整改推进和督查督办力度，确保 2018年
底前完成所有培训机构的整改任务。

“课外培训机构的治理，需要疏堵结
合，重视源头治理。一方面规范教育培
训机构的行为，引导它们走向促进素质
教育的转型发展；同时，要规范地方政
府和学校的行为，提高中小学育人能
力，从源头降低学生和家长参与课外培
训的需求。”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
东平说。

在来信中，有不少读者表达了类似
的观点。“要加快整治和改变一些学校老
师课堂上故意不讲重点、课下收费开补
习班的做法，要充分利用学生在校时间
传授知识、讲透要点。学校教育质量更
高了，校外培训就少了。”河南淮滨县读
者张全林还认为，校外培训久治不愈，
深层原因是教育资源还不够均衡。如
今，一些地方依然热衷于给学校分“三

六九等”。如果一地只扶持几所学校，仅
能满足部分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要，就
会加剧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使得家长
通过报名培训班等方式努力占据先机。

“只有中小学校保障‘零起点教学’
的真正落实，提前教学、超标教学的校
外培训顽疾才能真正消除。”北京师范大
学第二附属中学党委副书记陈国治指
出，中小学校还要严守招生纪律，自觉
切断与校外培训机构的利益共生链条，
不通过校外培训机构挑选生源，不与校
外培训机构联合招生，不以校外培训机
构的任何培训成果作为招生入学条件。

此外，许多读者还在来信中反思了
自身问题。福建龙岩市读者张龙金说，自
己曾为两岁半的女儿报了轮滑培训班，结
果第三次学习时就摔伤了，之后再也不学
了。“过早让儿童参加各种培训，往往是揠
苗助长。家长要因材施教，根据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参加培训，而不是盲目听信宣
传、与其他学生
家长攀比。”

□张洋 吴月

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技能人才为何仍稀缺？？？？？？？？？？？？？？？？？？？？？？？？？？？？？？？？
社会观念、就业导向等因素导致

■关 注■

■教育杂谭■

■职教观察■

9月 13日至 20日，龙钢
集团公司组织学习《监察
法》答题活动，这是此次《监
察法》学习的措施之一，集
团公司326名党员、592名干
部和监察对象通过了测试。

为了向企业的广大党
员、监察对象普及新的《监察
法》，推动各级党组织、干部
尤其是各级纪检监察干部对
《监察法》掌握和运用，8月份
以来，该集团公司结合实际，

严密组织，制定本单位详细
学习计划，先后组织集团全
体纪检人员对《监察法》进行
专题学习，并研讨交流；结
合当前企业环境保护主体
责任的落实，利用集团公司
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之机，
组织公司86名干部对《监察
法》进行系统学习和“以案促
训”警示教育活动，不断强调
正确对待公权力，发挥好带
头作用。 □王社刚

近日，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公司西安地铁项目部为
有效提高员工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以普法宣传教育为抓
手，积极推进合同管理工作，防范好合同法律风险。图为组
织大家学习普法展板内容。 □刘红刚 摄

近年来，技能人才“招生难”和“技工
荒”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笔者
在第 14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
决赛期间采访职业院校的教师、企业相关
工作人员、钳工、焊工等比赛选手后发现，
包括社会观念、就业导向等多方面因素造
成了目前技能人才仍然稀缺。

招生难：费尽全力凑不齐一个班

王慧林是本届振兴杯决赛河北代表队
焊工项目的技术指导，河北队今年参赛的
两位焊工选手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但“得
意”的背后，他也有一些隐忧，“现在培
养一个好焊工越来越难了”，王慧林对笔
者说，“招生的时候我们也在不遗余力地
介绍现在的国家政策，带着学生和家长看
设施齐全的实操基地，但在很多人的印象
里焊工就是一个又苦又累的活儿，不仅是
学生不愿意学，家长就不想让孩子吃这份
苦。”王慧林告诉笔者，目前招生工作已
经成了职业教育中焊工专业的一个“老大
难”问题，他所任教的河北机车技师学院
是全国创建较早的一批技工学校，是河北
省重点技工学校，就是这样一所学校的焊
工专业，中职阶段招生凑不齐一个班，学
生只能插到其他专业的班级，高职阶段勉
强能凑齐一个班，但是生源质量和人数也
不尽人意。

跟王慧林有同样忧虑的还有安徽代表
队的技术指导郭祥增，他是安徽阜阳技师
学院机电系的教师，虽然刚刚参加工作不
久，但也深深感受到很多技术工种在招生
时面临的尴尬处境。“其实不仅仅是焊
工，很多传统技术工种这几年都遭到了冷
遇，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围观网红，
追赶潮流，像焊工、钳工、汽车装调工这

种又苦又累、待遇一般的职业并没有太多
吸引力。”

高等教育的持续扩招也在压缩职业教
育的发展空间，“博士硕士满街跑，高级技
工难寻找”的顺口溜不仅仅是一句笑谈。
中国一汽代表队的技术指导、长春汽车工
业高等专科学校资深教师袁瑞仙告诉笔
者，目前整个职业教育行业依然面临着招
生难的压力。“职业学校生源减少，招生困
难，但是企业和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却
在不断地提高。”

招工难：“技工荒”困扰企业

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
2017 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
（NO.4）》显示，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近
千万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
党组成员李守镇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
议上曾提到，在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
高级技工占比为 40%，德国则高达 50%，而
我国，这一比例仅为5%左右。

而企业作为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对技
能人才的需求十分庞大，在高达近千万的
技能人才缺口下，“技工荒”是令企业头
疼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以焊接工种为例，
如今，虽然机械化焊接手段在行业内已经

普及，甚至出现了通过设定轨迹完成焊接
的焊接机器人，但中国建筑集团代表队、
中建钢构的工作人员徐佳伟向笔者表示，
机械化焊接手段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焊接
工作，仰焊、气保焊等焊接方法还是需要
人工完成，机器焊接也很难进行户外、多
角度的作业，焊工人才的紧缺状况依然不
容乐观。

中国五矿代表队技术指导、中冶集团
分公司中国一冶焊接培训中心主任莫芝林
告诉笔者，焊工是中国一冶职工构成中的
基础工种，但焊工招工难的问题也成了困
扰公司的一块心病。“就拿湖北省来说吧，
湖北的人口不少，工业基础也不错，但是目
前在湖北省以焊接专业开班的中职院校一
个都没有，高职院校也仅仅只有两家开设
得起来，而且从职业院校焊接专业毕业的
学生并不意味着肯定会从事这个行业，有
很大一部分都毕业分流走了，这对企业招
工来说无异于难上加难。”莫芝林向笔者表
示，正是由于行业内新老交替出现的青黄
不接的状况，目前焊工的老龄化状况比较
严重，“一般来说，一个焊工的职业生涯在
45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焊工对
于视力和体力的要求比较高，如果这个行
业注入的新鲜血液持续低迷，将不利于行
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然而，这种“青黄不接”不只是焊工行
业的问题，几乎是很多传统技能工种的通
病。“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坐在办公室对着
电脑挣每个月 3500块的工资，也不愿意到
一线车间学门手艺，拿每个月 5000块的
工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张学海是一
位经验丰富的钳工，本届振兴杯担任中国
兵器集团钳工选手的技术指导，他感慨
道，“现在社会上太缺乏实干精神了，所
以国家在全社会倡导工匠精神是非常有必
要的，我们需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树立一种
责任和担当，告诉他们幸福生活不是混出
来的，而是靠双手创造的。”张学海告诉
笔者，他曾经带过的第一批徒弟现在已经
全部转行了，转干的转干，下海的下海，
接下来带的一批又一批徒弟也在陆续离
开。“当下，国内技能人才的培养和输送越
来越呈现出断层的趋势。”张学海说。

技能改变命运 但难转变观念

河北代表队的焊工选手张鹏飞今年是
第一次参加全国振兴杯决赛，从初赛挺进
决赛，张鹏飞和他的队友徐财每天在将近
40度高温的车间里苦练10个多小时，甚至
有的时候干脆在车间里过夜。“我不想错过
任何一次机会，因为如果我不努力，我可能

还是会回到家乡，在一些没有任何劳动保
障的小钢厂里打工挣钱。”张鹏飞在上职业
院校学习焊接专业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
原来技能也可以改变命运，现在 22岁的他
不仅靠着焊接技术打进国赛，还留在学校
当上了老师。

中国航发集团的焊工吴锦波做的是航
空发电机的焊接工作，他告诉笔者，技能确
实可以改变命运，但却难以转变社会的固
有观念。“在很多人眼里，焊工是一份不太

‘体面’的工作，又苦又累还有一些职业危
害，几乎每一个焊工身上都带着新伤或者
旧疤。”吴锦波说，连他的家人都在劝他考
虑考虑换一份工作。

“可是总得有人来做啊。”广东代表队
的汽车装调工欧阳健聪说出了吴锦波的心
声，今年刚刚 21岁的欧阳健聪从来没有因
为自己的汽车维修工职业而感到过自卑，

“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在制造技术、技能工艺
上向一些发达国家学习，职业平等的社会
观念也应该跟上。”

曾经去过德国考察调研的张学海也向
笔者表示，德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在全球
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
在德国，技能人才受到全社会的尊崇，技能
人才的待遇和收入也十分可观。另外，德
国的职业教育并不是高等教育退而求其次
的选择，而是两个“平起平坐”的教育方向。

“这些年，中国一直在倡导工匠精
神，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由低端加工转
向高端制造。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党和
国家更加重视培养技能人才，提高技能
人才的获得感，转变社会固化的思维和
观念。”张学海对笔者说，“但是不得不说，
我们还有比较长的
一段路要走。”

□曾宪旭

9月 25日，笔者从省财
政厅获悉，今年以来，省财
政累计拨付资金 17.31 亿
元，推进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队伍建设。

在认真落实工资待遇
方面，省财政落实资金 8.98
亿元，对市县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绩效工资给予补助。

同时，省财政兑现奖补资金
2.77亿元，按照平均每人每
月 400元标准为乡村教师发
放生活补助，惠及教师5.77
万名。在努力提升师资质
量方面，省财政落实 1.3
亿元，支持实施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国培计划”

“省培计划”。 □高振博

省财政17亿元支持教师队伍建设

龙钢组织监察对象学习《监察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