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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总量不足
难题，教育部表示：

盘活事业编制存量
努力增加教师总量

针对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总量不足、结构性
缺编等问题，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近日
表示，教育部努力盘活事业编制存量，优先保障教
育事业发展需要，多种形式增加教师总量，同时加
大统筹调整力度，推动教师按需合理流动。2019
年，将研制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保障的意见。

任友群介绍，目前各地已经就解决这一问题
开展了有益探索。2019年，教育部将加强体制
内外研究，推动各地盘活事业编制存量，向教师
队伍倾斜。推动各地加大编制统筹和跨行业、
跨部门、跨区域调整力度，借鉴建立事业编制周
转池经验做法，把闲置编制用起来，提高编制使
用效益。

任友群说，为加强师德师风建设，2019年将
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出台加强新时代师德师风
建设的意见。督促各地各校深入贯彻教师职业
行为准则，细化制度举措，把准则要求转化为教
师行为指南与禁行底线。在振兴教师教育方面，
将启动建设国家师范教育基地和教师教育改革
实验区，推动各地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款标准。
同时，推进专业认证，出台中职、特教师范类专业
认证标准。

据介绍，2019年，我国还将进一步完善教师
待遇保障机制，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
制，切实将国家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政策
落实到位。在职称制度改革方面，将研制中小
学、中等职业学校、高校岗位设置指导意见，改变
中小学正高级名额控制办法等。此外，教育部还
将进一步加强乡村和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重
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据新华社电）

陕西:

为适龄重度残疾孩子
送教上门

陕西省教育厅等部门近日出台意见，将为义
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切
实保障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进一步提升特殊教育发展水平。

据介绍，送教上门是保障不能到校就读的
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重要举措。
送教上门的对象为不能到学校就读、年龄在
6—15周岁的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疾儿童
少年。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送教上门对象常
住地，就近指定乡镇中心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承
担送教上门任务，避免出现送教对象与送教学校
距离过远的问题。

承担送教上门任务的学校应在全国中小学
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送教上门对象建立学
籍。为方便管理，可单独设立送教上门班。

送教学校应根据服务对象个别化教育计划
和具体情况，每月至少送教2次（不含假期），每次
至少2个课时。鼓励采取多种方式提高送教质
量，条件允许的，可以采取网络远程送教和现场
送教相结合的方式。

（据新华社电）

辽宁划定5条
研究生导师行为红线

研究生导师不得虚假套取或不当占有研究
生应得的津贴或奖金，在有关学术成果中强行
安排无关人员署名或不按实际贡献排序署名
……辽宁省教育厅近日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
时代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实施细则》，对研究
生导师基本权利、导师职责、高校导师管理等提
出要求，对研究生培养质量出现问题的导师，应
视情况给予约谈、限招、停招、取消导师资格等
处理。

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5条导师行为红线：导
师不得虚假套取或不当占有研究生应得的津贴
或奖金，在有关学术成果中强行安排无关人员署
名或不按实际贡献排序署名；客观公正评价研究
生学业水平，不得以追求高水平学术成果为目的
擅自延长研究生修业年限；严肃认真行使导师权
利，不得敷衍填写研究生培养鉴定、评审意见等
或违规委托他人代签；积极、主动、认真指导研究
生，不得长时间不回复研究生提出的学术问题、
不批阅研究生提交的学位论文等；严格遵守培养
纪律，不得在中期考核、论文评审、答辩等环节向
研究生违规收取费用。

对因导师履职不力导致研究生出现学术不
端行为或违反学术道德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对研究生培养质量出现问题的导师，应视情
况给予约谈、限招、停招、取消导师资格等处理。

（据新华社电）

父母和老师
孩子的“心”事你懂吗？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
键阶段，很容易产生较大的心理与
精神压力。”海南医学院应用心理
学专业负责人朱唤清说，部分青少
年甚至会因为心理问题没有得到
及时疏解，出现厌学、辍学、自残甚
至犯罪、自杀等极端行为。

朱唤清表示，除了家族遗传
等生理原因导致的心理疾病，当
前青少年心理问题多发的原因主
要在于中小学生大多是独生子
女，家人的宠溺可能会导致其缺
少社会历练、心理承受能力较
差、难以正确应对挫折。此外，
青少年甄别信息的能力还不足，
可能会受到网络不良信息的影响
产生偏激心理。

海南省国兴中学心理健康学
科教研组组长崔建华认为，学校是
青少年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如果
在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方面处理
不当，也可能导致青少年出现痛
苦、压抑的情绪，若不及时调整也
会产生心理障碍。

据了解，国兴中学从 1997 年
起逐年增强心理健康学科建设，
先后引进了3名专职心理教师，为
学生们开设了心理咨询室，举办
心理健康节活动。此外，还挑选
了40余名教师接受心理健康教育
培训，鼓励他们将相关知识和技
能融入日常的教学和管理中。目
前，该校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初中及高一
年级的学生每周都要上一节心理
课；高二及高三学生在会考、高考
等重要时间节点前，通过聆听讲
座、参与团体辅导等方式接受心
理健康教育。

马上就要开学了，不少中小学
生开始疯狂赶写作业。在这个当
口，一款“黑科技”产品悄然走红
——“ 写 字 机 器 人 ”。 据 媒 体 报
道 ，近 日 ，哈 尔 滨 市 的 张 女 士 发
现，读初三的女儿用压岁钱订购
了一台“写字机器人”，不仅可以
模仿女儿的笔迹抄课文、生字，还
能画手抄报。得知女儿的语文作
业就是机器人代写的，一怒之下，
张女士摔碎了机器人。目前，在
网上，可以模仿各种笔迹抄写文
字的“写字机器人”种类繁多，价
格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毫无疑问，如此“黑科技”是写
作业的一款作弊“利器”。让人吃惊
的是，一些家长对“写字机器人”非

但不反感，甚至认为这个设计很好，
主动买来给孩子使用。原本是用来
作弊的东西，为什么还有家长拍手
叫好，甚至鼓励孩子使用？

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问
题不在机器人身上，而在学生的作
业上。“写字机器人”的设计复杂
吗？一点都不复杂，只是会模仿笔
迹抄课文、写生字而已。可是，为
了这一简单技能，学生不惜花费数
百上千元买来代写作业，这说明在
中小学作业中，有大量抄课文、写
生字等机械式重复的内容。以开
头的新闻为例，“写字机器人”一
分钟可写 40 个字，按照这个速度，
完成寒假语文抄写作业竟然用了
两天时间，足见抄写作业之多任

务之重。
可见，有些人对“写字机器人”

的叫好，背后正是对机械式重复作
业的控诉。在作业布置上，一些老
师不因材施教，也没有寓教于乐，只
是简单粗暴地让学生抄写再抄写、
重复再重复。很多学生不仅要抄
写语文生词、英语单词，还要抄写
数 学 、化 学 公 式 ，一 抄 就 是 很 多
遍。有些老师对学生的学业惩罚
也是机械抄写。如此一来，老师得
了清闲，但谁来挽回孩子日渐抵触
的叛逆心理？

当前，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为
孩子减负。但是，有大量机械式重
复作业压在身上，学生减负从何谈
起？事实上，教师们与其汲汲于各

类机械式重复作业，倒不如简而化
之，在激发孩子想象力和创造力上
多下功夫。近日，为了给学生、家
长减负，教育部明确，教师不得通
过手机微信和 QQ 等方式布置作
业。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能从源头
上提升作业的质量、管控作业的数
量，无论是学生减负，还是家长减
负，都将成为空谈。

所以说，机器人代写作业不可
怕。可怕的是，面对背后的问题，我
们的学校、老师依然无动于衷、不思
改进。事实上，甩掉机器人也很容
易，只需要动动脑筋，别把孩子当机
器看，把重复作业变为思考性、开放
式作业。只是，有多少教师愿意花
时间和精力这样做呢？

心理健康教育将纳入我省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体系

成长，要从“心”开始

机械式增负何时休？
■ 张成林

2017年，
海南省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现
状调查结果显示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在今年的海南省
两会上，省政协委员陈
嘉新提交提案，建议加
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
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栋梁之才。
列席会议的省教育厅
厅长曹献坤回应，针对
近年来高发的青少年
犯罪及青少年心理问
题，海南省将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

当前我省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如
何，下一步工作将如何
推进？海南日报记者
近日对此进行了采访。

补齐心理健康教育
人才短板

针对当前我省专职心理教师较

少的问题，文强表示，省教育厅将联

合有关部门，努力解决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编制问题，落实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享受班主任待遇的政策，同

时系统规划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培训项目，提高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培训的实效性。

那么，应该如何在短时间内

补齐心理健康教育的人才短板？

朱唤清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可充

分利用已开设心理学相关专业的

海南医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等高校资源，在招

聘教师时对相关专业毕业生进行
倾斜；联合以上这些高校对中小

学教师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尽快壮大海南心理健康教育师资

队伍。

教育行政部门发力的同时，

学校和教师该如何配合呢？海南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心理健康教育

中心主任李惠君建议，学校应该

从师资配备、课程设计、场所建设

等方面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将

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学生生涯规划

教育；教师则应该在不断提升心

理健康教育技能的基础上，主动

开拓视野、聚焦社会热点、形成思

考习惯，注重课程的设计、实施和

收效。

“心理健康教育是个性化教

育。”李惠君表示，目前，全国还没

有统一的心理健康教育教材。教

育行政部门应该鼓励各校在符合

国家及省里有关要求的基础上，针

对学生的成长规律制定校本教材

因材施教。

纳入课程体系
几大难题亟待破解

为了推进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12年，省教育厅就印发了《关于加
强和改进海南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的实施意见》，对心理健康教师配
备、心理辅导室建设等方面作出部署
和要求；2013年，印发了关于加强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工作的通
知，明确提出加快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培训步伐。

省教育厅2017年的调查结果显
示，我省已有81.9%至86.9%的学校开
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至少有
87.35%的学生接受了心理健康教育。

“不可否认的是，我省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相较于教育发达地区还
存在一定差距。”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
文强坦言，受到教师编制、升学压力等
原因影响，部分学校对心理健康教育
的重视不够，没有按省教育厅相关文
件要求设置相应课程、配备专职教师、
形成考核机制，所开展的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也浮于表面，没有取得实效。

崔建华说，学校刚设置心理课时，
曾有高考科目的科任老师要求她让出
课时，“我拒绝了，因为我要向孩子们
表明一种态度——拥有健康心理的重
要性绝不亚于一场成功的高考。”

文强表示，接下来，我省将推动
设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推动
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引进、经费投入、
课程设置、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全
面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管理水平。在
此基础上，心理健康教育将被纳入我
省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体系，
接受教学督导与检查，开展教学考核
与职称评定。同时，我省还将根据中
小学学生的成长规律和学习阶段，定
期开展适宜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活
动。

心理健康教育
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

“我们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成
长阶段和社会热点新闻，设置不
同的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崔建华
举例说，除了课堂教学，该校心理
教师还会对学生进行团体辅导，
通过心理测试、户外游戏等方式，
让学生在活动中观察、学习、体
验。国兴中学高二学生申潍嘉很
喜欢这种学习方式，“在活动中，
我和同学的交流越来越多，我们
学会了更好地表达自己，如何欣
赏和接纳他人、形成并维护良好
的人际关系。”

令崔建华欣慰的是，经过心理
教师的启发和引导，学生们在遇到
情绪问题时主动进行心理咨询的
概率，较前些年有了明显提高。

一名家在农村的学生因相貌
和成绩不突出感到很自卑，长期
郁郁寡欢。向崔建华进行心理咨
询时，她表示自己没有其他的倾
诉渠道。当发现父母也无法理解
自己时，孤独和痛苦的情绪愈发
膨胀。接受几次心理疏导后，这
名学生最终卸下了沉重的心理负
担，离开咨询室前还主动拥抱了
崔建华。

“她的眼泪沾湿了我的肩膀，也
让我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我
们提供的心理健康教育，恰恰是孩
子最需要而家庭教育最短缺的部
分。”崔建华说，为了促进家长和学
生的交流，国兴中学利用家长会、
家长学校等平台，对家长进行相关
培训。比如，邀请家长旁听心理课
或直接对家长进行团体辅导，“许
多家长听课后感慨良多，希望能继
续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与青春
期的孩子良好沟通。”

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的学校中

33.3%的学校
开设心理课

46.4%的学校
开展心理讲座

8%的学校
成立心理社团

2%的学校
创办心理报，举办班
会课、心理健康知识
比赛

我省81.9%-86.9%
的学校已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至少87.35%的学生
接受了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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