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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海》中，惩戒的解
释 为“ 惩 治 过 错 ，警 戒 将
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完
整的教育需要适度惩戒，这
不仅能让孩子深刻地明辨是
非，更是培养其规则意识、责
任意识的必要手段。

曾几何时，学生犯了错，
不能罚、不敢罚成为常态。
上周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我市
某省级示范性高中的楼道里
贴的一份《考试违纪处分公
告》上，对于受处分的学生名
字仅以“王某琦、石某源”的
形式公布于众——如此“谨
小慎微”的惩戒，是否从侧面
印证了明确教师惩戒权的必
要性？

随着《意见稿》的出台，
家长们担心惩戒权会被过度
使用，伤害孩子的身心；老师
们担心难以把握惩戒的度，
进而引发家校矛盾……的
确，这些担忧有其合理性：惩
戒带有强制性，实施过程中
若遭到学生抵制、反抗，都关
系到惩戒权的运用合理及正
当与否。

其实，在校园的各种关
系中，师生关系是最重要的，
所有教育教学行为效果的实
现，都以教师能否得到学生
信任为基础，惩戒权的实施
更是如此。在采访中，
不少孩子提到，
他们并不担
心 老 师 用
哪 种 方
式惩戒，
他们在
乎的是
在实施
惩戒时，
老师是否
真 的 为 他
们好。

河科大附中高
一（3）班的范雨霏上初
中时，违反班级规定
的学生不仅要被罚
跑步，犯错超过 3
次的话，还会被老
师拍照发抖

音“虽然觉
得很丢脸，但
老师平时和我
们打成一片，发
抖音时也会自嘲
一番，说自己没把
学生带好——这样
的惩罚，让我们认识
到了自己的错误，也让
我们感觉温暖。”

教师惩戒权细则的制
定和出台，是国家层面的行
为，但其实际应用，是在老师
和学生的个体间进行的，是老
师与学生及家长的互动。老
师和学生已有的关系，是惩戒
权实施的前提——师生间如
果已建立了信任关系，惩戒
权容易取得较好效果；如果
没有信任基础，惩戒可能扩
大师生间的矛盾与裂痕。

所以，惩戒的关键不是
“该不该”，而是如何把握尺
度和边界，如何获得学生、家
长的理解、认同和支持。只
有这样，才能达到惩戒的最
终目的——让孩子真正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发自内
心地接受与改正。
相信，这也是家
长与教育者的
初心。

教育部日前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
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明确
了教师、学校可以使用的18种惩戒方式。

■记者手记

“惩”只是手段
“戒”方是目的

■相关链接

那些年
我们经历过的惩戒

逾七成人支持罚跑步
逾六成人觉得叫家长陪读没啥用

12月22日前
有意见可以跟教育部说

关于惩戒权，老师、家长、学
生们在本刊发放的调查问卷上，
写下了心里话——

洛阳一高高三学生“木昕”：
我从小是个乖宝宝，只受到过一
次惩罚：下课和同学在楼道里踢
瓶盖被抓到，老师把我的学习委
员职务给撤了，还把我叫到办公
室帮我分析了那段时间学习上
存在的问题，让我长了记性。我
觉得老师批评学生，一定要说到
我们心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
清楚，语言不要过于“残暴”。

河科大附中高一学生申晟：有
一次，我冲老师竖指头，被罚站了一
星期，还写了1000多字的检查……
以后不能和老师对着干了。

市河洛中学初二学生小华：
性格开朗的同学，建议老师罚他
上台作公开检讨，这样能锻炼胆
量，认识自己。之前，我被老师
打手心，打得手抽筋。罚得太重
容易仇视老师。

市五十一中六年级学生洋
洋：课后留校会有很大心理压
力，如果我被留校，回家会想着
怎么圆谎不让家长知道。希望
老师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学
生，能让我们认识到错误而非
遭到同学冷眼。

河科大附中高一（5）班学生
王意衡：有的同学被严厉惩罚
后，私下会说老师坏话，说明惩
戒不到位。遇到过“刀子嘴豆腐
心”的老师，我们知道老师说说，
很多学生可能就不再犯错了。

景华实验小学家长程明：我
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惩戒大多
是罚站。我倒是建议老师罚写
古诗或者抄课文、单词，有助于
孩子学习，感觉写检查没啥用，
纯粹是为了写让老师看的东西。

市五十一中王老师：我小时
候经历过惩戒，羞耻感很强，英
语背不会直接罚站，站在走廊
里，以后再也不敢这样了。但是
现在，我们与家长相处时要小心
翼翼，生怕家长觉得是在针对他
的孩子。所以，现在我用罚笔的
形式作为惩戒，跟家长也都说好
了，学生说话一次罚一支笔，班
会上把没收的笔发给那些表现
好的孩子。

22 调查
11 时间

这些惩戒方式，共分 大类，主要有：三

较重惩戒

暂停、限制课外实践等外出集体活动，承担校内
公共服务，德育老师训导，隔离反省或接受校

规校纪、行为规则教育，家长到校陪读。

严重惩戒

□首席记者 焦琳 实习生 夏祥程 郗望

教育部近期发布《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是面壁反省？到
校陪读？还是限期转学……关于赋予教师惩戒权，如果您有话说，12月22日前，可以提出意见和建议。

对此次《意见稿》给出的惩戒措施，不少洛阳教师、学生和家长予以关注。《洛阳晚报》记者在洛阳多所中小学走访调
查，结果显示：逾七成学生愿意接受跑步、值日等体力惩罚。对于停课转学、家长陪读、课后留校等惩罚方式，不少家长表示难

以接受，而多名教师也表示，家长陪读、限期转学等惩戒方式，在实际教学中难以实施。

学生犯了错，教师该咋罚？

教育部发话了 前公开征求意见

点名批评、赔礼道歉、口头或书面检讨、运动、不
超过一节课的教室内站立或面壁反省、暂扣违规物
品、课后留校。

不超过一周的停课、停学，家长带回配合教
育，改变教育环境或限期转学。违规违纪严重、
经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给予警告、记过、留校察
看等纪律处分。对高中阶段的学生，还可以勒令
退学或开除学籍。

!!!!!!

!!!!

!! 一般惩戒

“以前，像罚站、罚值日、面壁思过、隔离反
省等惩罚措施，一直处于模糊地带，因为老师一
旦使用，可能被家长、学生理解为体罚或变相体
罚。”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教育部此次发布
的《意见稿》为教师行使惩戒权提供了法律法规
方面的保障，有助于破除教育实践中“滥用惩
戒”或“不用惩戒”的两难困境。

“《意见稿》为教师惩戒行为
提供了依据和规范，但真正落到
实处，还需进一步细化。”河南丽
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要魁说，比
如在刑法中，不能笼统地说，如果
犯罪将根据情节追究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死刑等，而必须用条款
做出具体描述。

因此，应针对每种惩戒措施
具体列出适用于该措施的情形，
以及每种情形教师可实施什么程
度的惩戒。例如，学生有携带危
险品（包括鞭炮、弹弓、足以伤人
的玩具枪和液体、昆虫等）入校、
扰乱正常课堂秩序（包括喧哗、打
闹、发出怪异声响、起哄、严重坐
姿不正等）影响教育活动秩序的
行为，可采取写检查、跑步等措施
惩戒。

“惩戒不是目的，如何让孩子
通过惩戒进而认识错误、改正错
误，才是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市五十一中教务处主任申青飞
说。从实际情况看，每个老师和
学生的情况都不同，比如，同样是
上学迟到，有的孩子说一句就哭
了，有的孩子罚站一天，第二天还
会再犯——如何正确行使教育惩
戒权，其实没有标准答案。把戒
尺重新还给老师，要多征求一线
老师意见，而不是专家意见。如
何行使惩戒权，是一门教育的艺
术，主要看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
的关系，互动好了，才能真正对教
学发挥作用。

“落实教育惩戒权，本质是依
法治教，推进学校现代管理改
革。”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意
见稿》提到，学校应当依法制定、
完善校规校纪，并根据情况建立
校规校纪执行委员会等组织机
构。执行校规时，不能只按校方
意图，包括对家长投诉举报教师
滥用惩戒权时，需由校规校纪执
行委员会调查、听证，根据调查结
果处理，这样才能形成依法治教
的办学氛围，有利于明晰教师、学
生、家长权责，增进家校互信。

《意见稿》有些笼统
能不能再细一点儿

建议33

●学生说：难以接受当众
批评，会“抬不起头”

“罚跑圈？太正常了！前几
天，我上课说话被老师揪到，就
被罚跑了3圈。”市二外初三学
生小乔说，上初中以来，因为上
课说话、课间操时间上厕所、跟
同学们在楼道里踢瓶盖等，他受
过三四次惩罚，包括跑步、罚值
日、给班级买洗洁精、刷子等。

以跑步为例，如果当天犯错
误的学生比较多，下午大课间或
放学时，老师就把全班人集中到
操场上，让犯错的同学跑步，老
师掐表，同学们加油。“能理解老
师的心情，中考也要考体育，受
罚心甘情愿。”小乔说。

“上初中时，我们四个女生
曾因宿舍太乱，承包了一个学
期的教室卫生值日。”河科大附
中高一（3）班学生吕佳莹说，值
日让她明白了保持卫生的重要
性，回家后也知道自己收拾房
间了。

数据显示，67.83%的学
生，愿意接受与体力有关的惩
戒方式，但对于面壁思过、当众
批评等方式，76.58%的学生难
以接受，因为“太没面子”。

“当众挨批会让我在同学
面前抬不起头。”河科大附中高
一学生王晨斐说，记得有一次，
几个同学因为早退，在周一升
旗时被当众批评，有人还因此
退了学。

“我们犯了错，希望老师能
和我们单独谈话。”市东方二中初
一（15）班学生黄雨馨说，小学闺
蜜曾因数学课上吃东西被要求
搬着凳子到讲台上听课，心里觉
得很受伤，开始讨厌数学老师，从
此数学成绩一落千丈，“这种惩罚
很丢脸，让人有心理阴影”。

●家长说：发泄个人情
绪的惩罚，让人“接受不了”

调查显示，与孩子们关
注的具体惩戒方式不同，家
长们则关注惩罚是否公平、
是否会遭滥用等。

“面壁思过、写检查，甚
至打手心、罚作业，作为家
长我都能接受，但前提是
老师真正为孩子着想，而
不是为了发泄个人情绪。”
中州西路附近一所学校的
初一学生家长黄女士说，
从开学到现在，听说孩子
班里已经换了两根戒尺。
前段时间，女儿因迟到被
打了5下手心，之后再也没
迟到过。

“小学时，因为作业没
交，老师罚女儿抄写200遍
自己的名字，这种就难以
接受——对孩子的学习没
帮助，罚抄课文还行。”黄
女士说。

“虽然大多数老师是
为孩子好，但不排除个别
素质较低的老师滥用惩戒
权，过度惩罚或过度体
罚。”新区政和路附近某初
中学生家长陈景亭说，有
一次下课，儿子的同学拿
了一副扑克牌，几个孩子
一起玩儿，老师发现后，小
组里没打牌的孩子也被罚
站，有人还被拉到没人的
地方用书打脸。

采访中还有家长反映，
同样是上早读睡觉，成绩不
好的孩子要被罚到操场上
跑步，班干部却只是被罚
站，“如果不能一视同仁，不
但孩子觉得受歧视，家长也
会很不爽”。

●老师说：规定看似严格，但
“实用性不强”

“我们班有个孩子之前经常
不交作业，我让他叫家长，结果
家长来了冲我喊‘孩子非要吃老
鼠药，是不是死了就能不写作
业’，吓得我赶紧说，不死也可以
不写。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批
评他了。”高新区一公办小学语
文老师说，虽然教师惩戒权给
了老师一些权力，但哪些行为
具体适用于什么样的惩戒，依
然很模糊。

比如，适用于“严重惩戒”的
行为，《意见稿》的表述就过于笼
统：学生违规违纪、行为失范，屡
教不改的，或者严重影响教育教
学秩序的。“啥样的行为属于

‘严重影响教学秩序’，估计老
师和家长的看法会不太一致。”
河科大附中老师南国峰说，比
如孩子带手机入校，按照校规
是严重违纪行为，但有些家长
认为，以此要求学生退学属于

“小题大作”。
“规定看似严格，仔细一琢

磨，觉得实用性不强。”市五十一
中一位老师说，以家长陪读为例，
发展到这一步，孩子的问题已经
相当大了，这种孩子的家长往往
不会配合学校教育，有的甚至已
经放弃了孩子的学习——让家长
陪读，家长说没时间，老师也没办
法；还有限期转学，我市义务教育
阶段，实行的是划片入学，家长如
果不配合给孩子转学或找不到接
收学校，谁也没办法。

对于课后留校，不少老师也
不赞成：一是要牺牲老师的休息
时间，二是容易引起家校矛盾。
丽春西路附近一所中学，就曾有
家长因孩子不写作业被留校，而
砸破了教室的窗户。

目前，《意见稿》处于公开征集意见阶段。如
果您有意见或建议，可于12月22日前，通过以
下途径反馈：

1.网站：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网址：
www.chinalaw.gov.cn），进入首页主菜单的
“立法意见征集”栏目提出意见。

2.信函：北京市西城区大木仓胡同35号 教
育部政策法规司法制办（邮编：100816），注明
“《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字样。

3.电子邮件：fzb@moe.edu.cn。

此次《意见稿》的发布，引发不少洛阳师生、家长的关注。记
者调查发现，在各种惩戒措施中——

●跑步、面壁思过、承担校内公共服务等方式，大家接受程度

较高，分别占72.86%、64.37%、62.66%
●家长陪读、课后留校、停课停学等看似强硬的惩罚措施较

受诟病，分别占62.67%、53.33%和46.75%

“以前学生犯了错，只能
哄着往好学，以后终于敢管
了！”

“这难道是体罚要合法
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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