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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月（霞山）

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在不影响
学生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利用适当的
惩戒措施制止不当行为，对于帮助学
生改正错误、推动教育发展具有十分
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支
撑，没有实施细则，教育惩戒权很大
程度上“有名无实”。而近日提交初
审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
规定，学生违纪可由家长陪写检讨
书，针对一些违规行为，老师可以对
学生进行“罚站罚跑”，是广东在全国
率先尝试用立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
权。如果这一《条例》得以顺利通过，
那么对于广东教育乃至全国教育来
说，都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教师惩戒权，一直是网络讨论的
热点，因为时不时就有相关的“案例”
刷屏。网络上曾有一篇文章，叫《教
育最大的困局：把老师当学生管，把
学生当祖宗供》。里面有一句话，说
到了点子上——“教师也是需要安全
感的，若教师背后无人撑腰，教育只
会孤立无援。”

这种孤立无援，对老师究竟有多
大伤害呢？我们看看之前轰动全国
的山东五莲二中杨守梅老师“用课本
抽打逃课学生被辞退”事件就一目了

然。面对两个屡教不改的逃课学生，
杨老师仅仅是用书本敲打了几下，到
了学生和家长的口中，就变成了骇人
听闻的“体罚”。曾经的先进教师、优
秀班主任并被学生爱戴的杨老师，一
夜之间就被挂上了没师德、没信誉的
坏名声。尽管事情后来出现“反转”，
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当然，也有不少反面的例子，例
如陕西一学校学生向媒体反映，称自
己被班主任王某辱骂已有半年时间，
这名老师不仅在课堂上频繁辱骂自
己，还诱导同学一起对自己进行人格
侮辱。这虽然不存在身体上接触的

“体罚”，但言语“冷暴力”之下，依然
给学生带来了伤害。这当然是个极
端的个案，但如果有老师因为看到这
样的新闻，就变得对调皮捣蛋、不求
上进、影响教育秩序的学生不敢管、
不愿管、不能管，一味忍让，明哲保
身，甚至连批评几句都不敢，那么同
样是毁了这批老师。

正因如此，明确教师惩戒权势在
必行，明确惩戒权的“界线”同样势在
必行。这次《条例》规定老师可以对
学生“罚站罚跑”，并明确其与体罚或
变相体罚之间区分，正是对症下药，
抓住了“痛点”。教师惩戒有法可依，
对教师而言，是放权也是约束，对学

生而言，是惩戒更是爱护。而这，将
让我们的教育更加公正、更有“底
气”。

教师惩戒权的落地，关键看社会
和家长。我们首先应该明确，教师所
行使的惩戒权，是一种教育的手段，
其目的不在于“惩戒”，而在于帮助学
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师合
理合规地行使惩戒权，家长和社会正
确平和地看待惩戒权，我们的教育才
能越办越好。

本版漫画 郑玮欣 作

梁嘉雯（赤坎）

我有个当小学老师的朋友，曾经
在小聚聊天时抱怨过现在的孩子们越
来越聪慧，一个个都相当地有自己的
主见，有部分比较难搞的小孩根本就
不服管教。好好说教人家不听你叨
叨，处罚过轻了，不起什么震慑作用，
稍稍罚跑罚站又怕一不小心变成“体
罚”了会遭到学生和家长们的投诉，有
时实在是拿这群打不得又骂不得的小
祖宗们没辙。但作为教师又不能不管
不得不罚，否则就会被扰乱课堂秩序
从而影响到其他想学习的孩子。所以
老师们对怎么处罚一部分调皮捣蛋的

“熊孩子”这个问题上愁得发慌。
上学的时候,我当过班干部，深知

那么一小部分学生有多难管教，其中
以男孩子居多。前段时间在街上偶遇
一个小学时期班里的“小霸王”相互加
了微信，后来的聊天当中才知道当年
那些小男生坐不住一来是因为在家里
跑来跑去撒野成了习惯，二来也是因
为那个年纪实在是精力充沛，浑身是
劲儿没有地方使，所以总是逗一逗同
桌等，只要有人能陪着一块闹腾就
好。那个时候老师处罚“好动分子”最
多的就是抄书，放学留堂把某一篇课
文抄多少遍才可以走，可这根本困不
住那一群活泼的“马骝仔”，下课铃声
一响起早就溜没影了那还能让你逮得
住人。“好动分子”似乎只有在上完体
育课之后能稍稍安分一些，所以说罚
站罚跑能让那些好动的孩子们适当地
消耗一部分精力和体力未必不是一件
好事。

条例明确禁止超过罚站、罚跑烈
度的处罚行为，保护学生的同时也是
在保护教师。让老师们清楚了解哪些
处罚方式可取，哪些不可取，别一不小
心处罚过重就“踩过界”了。处罚学生
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

合理合规地行使惩戒权合理处罚

米苏（霞山）

从事教育工作近十年，笔者一直
以为老师天然就应该拥有惩戒权。
中国人自古尊崇“严师出高徒”，有时
候对学生不够严格，反而会被家长说
老师不负责任。古代学堂前方正中
位置，常常放一把戒尺，警示读书人
严守规矩、勤勉治学。今天我们的教
室里当然不会放这么把戒尺打手心，
但对于那些故意破坏课堂纪律、教学
秩序并屡教不听的学生，老师依然会
作出严厉批评甚至抄写、谈话等惩
戒。当然，学校总会在每次大会中强
调“不能体罚学生”。但至于怎样才
算是“体罚”，大家都只能模模糊糊地
用自己心中的那把“戒尺”去衡量。

其实，平时教学中不必说动用
“体罚”手段，哪怕是老师批评的语气
稍微重了一些，也可能招致家长的责
难。有的家长一味地对自己的孩子

纵容溺爱，老师是“说不得”“碰不
得”，稍有不爽，就大闹学校，难道真
的以为是为了孩子好？在这个世界
上，除了父母长辈，最希望孩子成才
的人恐怕就是老师了。如果老师放
弃了教育、不再用惩戒去约束学生行
为，反而对学生“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最终买单的，只会是学生的未
来。

惩戒权，必须有。但有权，老师
也不能滥用，应该把握一个“度”。就
说罚站吧，笔者觉得罚站顶多只能控
制在几分钟之内，就得找个台阶让学
生坐下了。一方面，罚站太久学生会
变得无所谓了，惩罚就没了效果；另
一方面，罚站太久会影响到别的学
生，最终削弱了教学效果，也与惩罚
的初衷不符。

尽管如今法律明确规定了教师
有惩戒权，但我认为，老师要教好学
生不能靠“惩戒”这把“戒尺”，更应该

在班级管理、上课质量上下功夫。为
什么需要惩戒？学生违规了。学生
为什么违规？很多时候是规矩本身
不明确、太随意。所以，事先要和学
生协商并明确应有的规范，特别是上
课时的“规定动作”。在我的课堂上，
规矩是很多、很细的，而且是提前与
学生形成共识的。例如他们知道不
允许交头接耳，违反了要挨批评，所
以绝大部分学生都能做得很好。另
一方面，就是要提高课堂的质量。很
多时候学生不专心听讲、交头接耳、
乱动，除了性格原因之外，对学习不
感兴趣才是关键。一些平时比较好
动的学生，一旦遇到有趣的课时，反
而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把他们的思
维敏捷的优点激发出来。

明确规定老师有惩戒权是好，但
老师也应自觉做到有权不滥用。聚
焦主业，才能教好学生。

在上课质量上下功夫

我省拟立法赋予教师惩戒权

罚站罚跑不算体罚！

永不褪色的人生

黎森出生于霞山区海头镇陈铁村，陈铁村
北面是一片宽阔的农田，黎湛铁路从村东通
过，村民以耕种水稻和甘蔗为生，勤劳勇敢。

黎森从小勤俭持家，在9岁的时候上了私
塾，后来随着堂叔父到启英小学接受教育，在
党组织的安排下，在2间小学和4间中学读
书，取得了不俗的学习成绩。他9岁开始跟着
共产党走，14岁就被从农村派入市区当地下
交通员，18岁从地方调入游击队，当过连级干
部，也带过兵剿过土匪，20岁被错误处理，受
到不公平待遇。直到54岁才得以平反纠正；
到了60岁，才以一名军转干部的身份在工厂
办理离休手续。

尽管黎森的一生十分坎坷，但他不向困难
低头。

特别是他在从部队转入地方工作的过渡
时期。那时黎湛铁路开通了，广西柳州铁路局
在湛江招收青年学徒。在劳动局的默许和支
持下，黎森得以到柳州铁路职业学校去培训。
他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刻苦学习，表现突出，在
200多人的学徒中，担任班长职务。他对工作
认真负责，积极工作，深得班主任以及校长的
疼爱。这份努力也使得他成为了学徒中的佼
佼者，组织再分配50多个学徒，让他带到南宁
车辆段实习。在培训中，黎森成为第一个能够
上火车工作，负责跑国际联运的电车乘务员。
他在单位工作时一切勤勤恳恳，安分守己。

然而这么努力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
回报。在所有学徒都转正升级时，他依然是一
名学徒工，只因为那段被冤屈的劳改记录永远
保存在他的档案中。他有些愤愤不平，向单位
请辞。领导舍不得技术高、表现好的他离开，
便给他阅读了陶铸所写的《太阳的光辉》一文
中的相关片断。

“尽管太阳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但总
还是有人批评太阳的某些过失。譬如当大暑
天骄阳似火，晒得人们流汗的时候，人们就会
埋怨，说太阳的光和热发射得过分了。而且大
家都知道并且也都指出过，太阳本身上还有黑
点。虽然这些都是事实，但谁个曾怀疑人类可
以不需要太阳呢？谁个曾因为太阳本身有黑
点就否认了它的灿烂光辉呢？没有。……当
我们意识到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性，以及
工作中所取得的胜利和成绩的巨大性以后，我
们更应该虚怀若谷地倾听大家议论我们工作
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将会帮助我们大踏步地
前进。”

领导安慰他说，我们从来都不认为我们的
工作是百分之一百完美无缺的。领导对于他
之前在学徒阶段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
鼓励。此后，黎森继续以这篇文章的精神鼓励
自己，努力将实干苦干的品质发扬光大。

这只是黎森那段苦涩记忆中的一小部
分。黎森经历了无数的辛酸苦辣，直到54岁
才得以平反纠正。即使这段伤害对他个人和
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回忆起来，他只
是微微一笑，因为他知道，苦尽甘来，霞光唱
晚。

（谢茵 整理）

黎森——

苦尽甘来
霞光唱晚

单位证件
●湛江开发区杜姐士多店杜秋霞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2015年 5月 21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07600035465，
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缘友美食店陈建澎遗失湛江市
赤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年6月5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2MA53BLCB27，声明作废。
●广东恩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
可证正本，核准号：J5910005909201，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园林青贸易商行（纳税人识别号：
44080319781025341000）遗失金税盘，税盘号：
661563929639，声明作废。
●湛江佳创投资有限公司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
管 理 局 签 发 的 电 子 营 业 执 照 ，号 码 为:
10016090027332，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舜德乡屏峰村九组 15号
王松柏遗失湖口县公安局2011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黄略镇坑尾村三队 68号 101房
谢秋旺遗失遂溪县公安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黄略镇九东仔村一队 26号 1房
陈桂凤遗失遂溪县公安局2013年签发的身份证，
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黄略镇后海村6号王龙飞遗失遂
溪县公安局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肇庆市端州区星湖大道嘉湖新都市乐湖居5F3
栋901房殷佩琪遗失肇庆市公安局2018年签发的
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纪家镇北仔后村 44号陈培林遗失雷州
市公安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北坡镇咸口村026号邹国进遗失

遂溪县公安局2011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市辖区东山镇西坡村 160 号
102 房王兴增遗失 2014 年 1 月 9 日签发的残疾
人证一本，证号：44080120070625261261，声明作
废。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嘉庆街5号郑爱娣
遗 失 残 疾 人 证 一 本 ， 证 号 ：
44081119721123068X63，声明作废。
●吴妃丙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正本，证号：
440800059781，声明作废。
●陈香香遗失湛江远洋城房产公司开具的湛江
市霞山区远洋城 10 幢 804 房购房收据一张，编
号：0002651，金额：20000元，声明作废。
●陈小凤遗失湛江开发区荣发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2019年5月22日开具的认筹金收据一张，编
号：1900733，金额：2000元，声明作废。
●吴川市覃巴镇洪村谭贵深遗失 2013年 8月 30
日 签 发 的 建 设 用 地 规 划 许 可 证 ，证 号 ：
201300800583（面积：120平方米），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坡头建达车行林建忠遗失粤地
税字 44080419660726053701 号《税务登记证》正
本一本，声明作废。
●湛江市坡头区南调陈亚兴时装店陈亚兴遗失
粤地税字 44080459102005100000 号《税务登记
证》正本一本，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街道坡山村 22号陈
康荣遗失湛江市公安局坡头分局 2007年 4月 23
日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路南油二区26栋501
房余洪骥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退休证》一
本，身份证号：440804194001282011，声明作废。
●廉江市城北永发建材店遗失广东省国家税务
局通用手工发票 25份，发票代码：144001003133，
发票号码：05883051-05883075，声明作废。
●廉江市长山镇罗村村官塘经济合作社遗失广

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本，证号：粤农
集字第088102015006号，声明作废。
●（父亲）何华明、（母亲）李容遗失儿子何炫锋出
生证，证号为：S440385627，声明作废。
●（父亲）李椿强、（母亲）殷银娟遗失（女儿）李雅
婷的出生证，证号：R440351131，声明作废。
●（父亲）蔡华春、（母亲）曾丽婷遗失女儿蔡敏瑜
出生证，证号：M441388712，声明作废。
●吴川市塘缀镇中心卫生院遗失中国人民银行
核 发 的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核 准 号 ：
Z5911000072001，声明作废。
●遂溪县杨柑镇东边村124号陈婉婷遗失县公安
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文育街一巷9号廖志明遗失县公
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内塘村委会南队罗滨凤遗失县
公安局2010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城月镇虎头坡韩宅村639号韩绪谋遗失
县公安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城月镇扶良西村许水生遗失户口簿一
本，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兰边村111号陈景秋遗失县公安
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遂溪县遂城镇牛圩村下桥经济合作社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游惠荣小百货店游惠荣遗失营业
执 照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23MA4WFKQ64U，声明作废。
●徐闻县西连镇迈谷管理区港头村203号谢海新
遗失县公安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九丈村 68号陈志鹏遗失县公安
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界炮镇眼镜塘村 28号李广文遗失县公
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农林路 66号 201房黄春媚遗失

县公安局2013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吴川市黄坡镇边元村 47号吴日坚遗失市公安
局200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黄略镇南坑上村 35号 101房陈伟华遗
失县公安局2018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牛路村513号梁广朝遗失县公安
局2012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乌塘镇乌塘管区安贡村二队林财遗失
县公安局200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界炮镇中溪村 43号张海英遗失县公安
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玉池路二横 26号陈小玲遗失县
公安局2015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雷州市附城雷府副食店（黄佑）遗失雷州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5年 1月 21日签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440882600172891，声明作废。
●雷州市客路镇车路村 094 号潘永国遗失粤
GM7690 车 道 路 运 输 证 IC 卡 ，卡 号 ：湛 字
001950606号，声明作废。
●雷州市南兴市场春晶日用品店（陈春晶）遗失
雷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2年4月2日签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600213223，声明
作废。
●雷州市客路镇高学智熟食档（高学智）遗失雷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06年 4月 18日签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3000299，声明作
废。
●雷州市润丰副食商行遗失增值税发票控系统
专用设备金税盘一个，盘号：44-661621578487，
纳税人识别号：440882L75761392，声明作废。
●雷州市南兴镇游宪廷运输户（游宪廷）遗失雷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年 4月 19日签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82MA4WF9595C，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