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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 主管

中原教育崛起的发言人

河南教育报刊社 主办

郑邦山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本报讯 渊记者 赵浩男冤 11 月 29
日下午袁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闭幕遥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政府机
构改革后部分省政府组成人员任免事
项遥 会议经表决袁 决定任命郑邦山同
志为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遥

928 所幼儿园成为 野百
城千园窑家园共育工程冶
项目试点
本报讯 渊记者 程世超冤 11 月 27
日袁 省教育厅公布河南省 野百城 千
园窑家园共育工程冶 项目试点幼儿园
名单袁 郑州市中原区经纬花园幼儿园
等 928 所幼儿园入选遥
2017 年 袁 我 省 启 动 实 施 百 所
野家园共育冶 示范幼儿园项目袁 充分
利用教育信息化手段加强幼儿园与家
长的联系沟通袁 共同推进科学育儿工
作袁 取得较好效果遥 为进一步完善全
省幼儿园治理体系袁 动员 野五老冶 队
伍尧 家长及社会志愿者力量共同参与
家园共育工作袁 今年 7 月袁 省教育厅
决定在百所 野家园共育冶 示范幼儿园
项目的基础上袁 启动实施 野百城千
园窑家园共育工程冶 项目遥 经逐级遴
选袁 省教育厅研究确定郑州市中原区
经纬花园幼儿园 等 928 所幼儿园为
河南省 野百城千园窑家园共育工程冶
项目试点幼儿园遥
按照项目实施要求袁 各地教育部
门应督促试点幼儿园建立家长学校遥
家长学校要做到 野一门两校尧 一长两
责尧 一师两岗冶袁 组织家长上好线上
线下家庭教育课程袁 系统普及家庭教
育知识遥 家长学校每学期为家长授课
不得少于 4 次 8 课时遥
同时袁 省教育厅将分期分批对项
目试点幼儿园进行评估验收袁 对通过
评估的试点幼儿园授予河南省 野家
园共育冶 示范幼儿园称号遥 首期 评
估对象为 2017 年启动的百所试点幼
儿园遥

我省举办第四届中职生
素质能力大赛
本报讯 渊记者 杜帅鹏冤 11 月 22
日至 24 日袁 第四届河南省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素质能力大赛在全省 13 个
赛点举办遥 大赛由省教育厅主办袁 省
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室承办袁 共有来自
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的 2524 名选手参
加遥
为全面提升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基
础素养和基本素质袁 省教育厅提出
野关注每一个孩子一生的成长冶袁 举办
了第四届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素
质能力大赛遥 针对学生的基本素养和
基础能力袁 本次大赛设置基础类尧 实
用英语类尧 计算机基础类尧 快乐校园
类尧 走向职场类等 5 个比赛大类袁 包
括校园课本剧表演尧 数学知识应用尧
英语情景剧尧 校园生活小话剧尧 健美
操尧 职业礼仪等 27 个比赛项目遥

委办公室尧 院长办公室副主任袁 经
济 管理 系 党 总 支 副 书 记 兼 副 主 任 袁
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兼学生处处长袁
党委副书记曰 郑州工程学院党委副
书记曰 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曰 安阳
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曰 河南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遥
2016 年 12 月任中共河南省委高
校工委专职副书记尧 中共河南省教育
厅党组副书记 渊正厅级冤遥
2018 年 11 月任河南省教育厅厅
长尧 中共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遥

姻 准则既有正面倡导尧 高线追求袁 也有负面禁止尧 底线要求袁 是对之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 野十条红线冶

野红七条冶

等师德底线的继承和发展

姻 这些要求是教育行业正本清源尧 维护教师形象尧 回应百姓诉求的实在举措袁 理应成为广大教师的自觉行动
姻 野全覆盖冶 只是 野低阶要求冶袁 更高的要求是袁 能针对师德失范问题精准把脉尧 靶向施治

为新时代教师职业规范划定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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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省发放国家助
学贷款逾 35 亿元
贷款量和资助学生数 量均
居全国首位
本报讯 渊记者 张利军冤 记者日
前从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获悉袁 截至
11 月 15 日袁 我省共向省内高校和考
往省外高校的河南籍学生发放 2018
年度国家助学贷款 35.33 亿元袁 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52.82 万人遥 贷款
发放量尧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量
均居全国首位遥
数据显示袁 我省自 2004 年与国
家开发银行合作探索建立高校 国家
助学贷款 野河南模式冶 以来袁 不断
完善工作机制袁 累计发放国家 助学
贷款 185.18 亿元袁 资助学 生 297.58
万人次袁 累计贷款发放量尧 资助困难
学生数量均居全国首位遥 目前袁 贷款
回收情况良好袁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实
现良性运行遥
据了解袁 2004 年袁 我省与国家
开发银行合作探索建立了 野 政府推
动尧 银校合作尧 相互支持尧 相互制
约冶 的高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模式袁
并在全国推广遥 为解决考往省 外高
校河南籍学生的贷款难问题 袁 2012
年尧 2015 年袁 省政府先后两次下发
文件袁 全面实施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
款政策袁 建立了高校国家 助学贷款
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并
行尧 野双轮驱动冶 的工作机制袁 实现
了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对省内高校学生
和考往省外高校河南籍学生的全覆盖
和 野应贷尽贷冶遥 省教育厅尧 省财政厅
等有关部门落实贴息和风险补偿金袁
建立考核制度尧 奖惩制度和贷款学生
救助制度袁 形成了完善的贷款管理工
作机制遥

姻 省外动态

天津将对提供课后服务
学校和教师发放补助

明确教师职业行为 野负面清单冶袁 在师德规范层面制定细致的 野操作细则冶袁 才能更好地把师德师风建设工作落在实处 本报资料图片

向李芳同志学习书画摄影
作品捐赠仪式在郑举行
本 报 讯 渊 记者 赵 浩男 冤 昨 日 袁
向李芳同志学习书画摄影作品捐赠仪
式在郑州举行袁 177 件优秀参展作品
捐赠给李芳老师的家乡遥
自 6 月李芳老师英 勇事迹 发生
以来袁 省教育厅举办了系列向李芳
同志学习的活动遥 其中 野不忘初心袁
牢记使 命冶 要向李芳
同志学 习书
要要
画摄影作品展于 7 月启动袁 面向社会
征集各类主题艺术作 品 2000 余件 袁
其中 400 余件优秀作品于 9 月至 11
月分别在郑州师范学院尧 信阳师范学
院尧 河南工程学院进行了巡展袁 取得
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遥
巡展结束后袁 经参展作者同意袁
有 177 件优秀作品捐赠给李芳老师的
家乡遥 作品由信阳市委尧 市政府收
藏袁 由李芳老师的母校信阳职业技术
学院保存尧 陈列尧 展览遥 这些作品是
社会各界人士用笔墨丹青表达对李芳
老师的纪念和缅怀袁 是一笔宝贵的精
神财富袁 是对李芳老师大爱精神的最
好见证和传承遥

郑邦 山袁 男 袁 汉 族 袁 1962 年 3
月出生袁 山西孝义人袁 1984 年 7 月
入党袁 1985 年 7 月参加工作袁 郑州
粮食学院本科学历袁 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硕士学位遥
郑邦山同志历任郑州粮食学院党

河南校长
微信公众号

阴 本报记者 庞珂

今年 8 月袁 湖南大学对该校教授
熊伟涉嫌猥亵学生一事发布通报袁 给
予熊伟降低岗位等级处分袁 同时撤销
其教师职务袁 取消教师资格袁 取消硕
士生导师资格遥
11 月 20 日袁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
海市一名 4 岁小男孩在幼儿园午休
时袁 因为尿裤子遭到幼儿园老师的粗
鲁对待遥
噎噎噎噎
从幼儿园到小学袁 从中学到高
校袁 一段时间以来袁 频频曝出的教师
个体失范事件袁 一次又一次地触动着
社会敏感而焦虑的神经袁 让师德之光
一次又一次地蒙上灰尘遥
11 月 16 日 袁 教 育 部 一 连 发 出
叶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曳
叶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曳 叶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曳 叶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
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曳 叶中小学
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
渊2018 年修订冤曳 叶幼儿园教师违反
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曳 6 份文件袁
直指教师师德师风问题袁 不仅明确了
新时代教师职业规范袁 还为此划定了
基本底线遥

教 育部 连 发 6 份 文件 为 教
育生态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近两年来频频曝出的师德失范行
为似乎让教师乃至教育陷入了舆论怪
圈袁 甚至一些教师觉得本该属于教师
这个职业的荣光也荡然无存遥 原因何
在钥
据介绍袁 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有
1600 多万专任教师遥 野他们中的绝
大多数都敬重学问尧 关爱学生尧 严于
律己尧 为人师表袁 受到学生尊敬和爱
戴遥 但是也有极个别人理想信念模
糊袁 育人意识淡薄袁 放松自我要求袁
甚至出现严重违反师德行为袁 损害教
师队伍形象袁 影响学生健康成长遥冶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介绍道遥
叶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

准则曳 叶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
十项准则曳 和 叶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
业行为十项准则曳袁 结合高校尧 中小
学尧 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不同特点袁 分
别提出十条有针对性的要求袁 每一条
既提出正面倡导袁 又划定师德底线曰
结合高校尧 中小学尧 幼儿园教师中的
不同表现及在不同阶段教师队伍的差
异性袁 在爱岗敬业尧 关爱学生尧 诚实
守信尧 廉洁自律等方面袁 提出了各自
不同的要求遥 教育部特别提出袁 高校
和中小学教师要真心关爱学生袁 严格
要求学生袁 做学生良师益友曰 高校教
师不得要求学生从事与教学尧 科研尧
社会服务无关的事宜曰 中小学教师不
得歧视尧 侮辱学生袁 严禁虐待尧 伤害
学生曰 幼儿园教师要呵护幼儿健康袁
保障快乐成长曰 不得体罚和变相体罚
幼儿袁 不得歧视尧 侮辱幼儿袁 严禁猥
亵尧 虐待尧 伤害幼儿遥 这些要求反映
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袁 是教育行业
正本清源尧 维护教师形象尧 回应百姓
诉求的实在举措袁 理应成为广大教师
的自觉行动遥
为使准则更好地落地执行尧 取得
实效袁 教育部还同时制定印发了
叶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
指导意见曳 和 叶幼儿园教师违反职
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曳袁 修订了 叶中
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
法曳袁 对违反师德行为的认定尧 查处
等做出具体规定袁 明确学校的主体
责任及师德师风建设失职失责情形袁
建立违规行为的受理处理机制和责
任追究机制遥

师德失范 野一票否决冶尧 不
得 有偿补 课尧 不得 提 前教 授小
学内容噎噎痛点问题全覆盖
近来袁 虐童案的频频曝出袁 将很
多人的注意力一再引向对幼儿教师群
体职业素养的关注遥 不只是幼儿园袁
中小学的有偿补课尧 高校的学术不端
也频遭曝光遥 在此背景下袁 形成对教
师群体全覆盖的职业规范袁 呼应了公
众期许遥
在 叶教育部关于印发 掖新时代高

本报地址院郑州市惠济区月湖南路 17 号 1 号楼 邮编院源缘园园4源 网址院http://jysb.shuren100.com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业 掖新时代
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业 掖新
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业
的通知曳 渊以下简称 叶通知曳冤 中明
确提出袁 实行师德失范 野一票否决冶遥
师德失范 野一票否决冶 的条款并没有
出现在三个具体准则的内容中袁 而是
在 叶通知曳 中加以体现袁 从侧面证
明袁 师德失范 野一票否决冶 其实对三
类教师群体都是适用的袁 在另外三份
文件中也都有相应要求遥 如在 叶教育
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
指导意见曳 中明确了对高校教师师德
失范诸多处罚袁 取消评奖评优尧 职务
晋升尧 职称评定尧 岗位聘用尧 工资晋
级尧 干部选任尧 申报人才计划尧 申报
科研项目等方面的资格遥
长久以来袁 对于教师有偿补课袁
学生和家长都怨声载道遥 对此袁 教育
部在 叶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曳 中明确指出袁 教师不得有偿
补课遥 其中包括院 一是不得组织学生
有偿补课曰 二是不得参与有偿补课曰
三是不得为补课机构当掮客袁 为补课
机构介绍生源等遥
针对在全国多地幼儿园中都普遍
存在的袁 幼儿园教学内容小学化的现
状, 叶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曳 明确提出院 禁止采用学校教
育方式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尧 组织有碍
幼儿身心健康的活动遥 与此同时袁 还
要求幼儿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袁 在幼
儿面临危险的情况下袁 不得擅离职
守遥

6 份文件让各方在处理教
师问题上更有制度可依
野要特别指出的是袁 准则并不能
涵盖教师职业行为的所有方面袁 只是
针对主要问题尧 突出问题进行规范遥冶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表示袁 准则
是结合新时代尧 新要求尧 新形势尧 新
问题制定的教师职业行为规范袁 既有
正面倡导尧 高线追求袁 也有负面禁
止尧 底线要求袁 是对之前教师职业道
德规范和 野十条红线冶 野红七条冶 等
师德底线的继承和发展遥 此前制定的

野红七条冶 等袁 以及严禁教师违规收
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尧 严禁中小学
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
与准则结合执行遥
今年年初袁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曳 中明确袁 到 2035 年教师综合
素质尧 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
升遥 制定新的教师行为准则以适应新
时期对教师师德的需要袁 也顺理成章遥
此前针对教师职业行为的相关文
件则都是偏笼统与原则性的教师师德
规范袁 如 2008 年修订的 叶中小学教
师师德规范曳尧 2011 年制定的 叶高等
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曳尧 2014 年公
布的 叶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
处理办法曳遥 这样的 野全覆盖冶 只是
野低阶要求冶袁 更高的要求是袁 能针对
师德失范问题精准把脉尧 靶向施治袁
而不是指望着 野一张方子包治百病冶曰
非但如此袁 诊出的症状尧 开出的方子
还得清晰具体袁 有明晰的操作方案遥
这次印发的教师职业行为准则则都
野正中靶心冶 要十条要求都既提出
要要
正面倡导袁 又划定师德底线袁 也更有
约束力遥
事实上袁 在师德规范层面制定细
致的 野操作细则冶袁 在国际上也是通
行 做 法 遥 像 美 国 1996 年 就 制 定 了
叶优秀教师行为守则曳袁 共计 26 条袁
要求非常具体袁 其中也有不得使用威
胁性语言等禁令遥
接下来袁 准则的具体落实仍需靠
依法治教袁 去明确具体的处理程序和
机制遥 之前的师德规范也划定了 野对
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
当关系冶 等红线袁 但针对教师违背准
则行为的独立调查机构缺位袁 令其动
辄成虚设遥 这类问题显然也需要着力
解决遥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表示袁
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配套处理办
法袁 明确了教师职业行为的 野负面清
单冶遥 野这有利于所有教师有意识地
规范自己行为袁 各级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对个别具有不良职业行为的
教师处理时更有依据袁 处理尺度更加
一致遥冶 林崇德说遥

据 叶中国教育报曳 11 月 26 日报
道 提供课后服务的学校和教师有补
助了! 近日袁 天津下发文件袁 对全市
中小学做好课后服务工作提出新要
求遥
根据要求袁 天津市中小学校开展
课后服务工作将普遍建立弹性离校制
度遥 充分挖掘学校师资和校舍条件的
潜力袁 并积极利用校外资源袁 发挥家
长委员会的作用袁 努力开辟多种适宜
的途径袁 帮助学生培养兴趣尧 发展特
长尧 开阔视野尧 增强实践袁 不断提高
课后服务水平遥
中小学生是否参加课后服务袁 由
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遥 学校可为个别
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免费辅导袁 但
要防止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
补课遥
天津市尧 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开
展课后服务所需资金袁 按照每年每生
200 元的标准安排专项经费袁 用于对
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和教师的补助袁
包括发放教师奖励性绩效工资遥 在现
有绩效工资总量基础上袁 适当增加额
度袁 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袁 解决
在正常教学任务以外增加教师工作量
的劳务报酬问题遥

广东全面实施中小学教
师野县管校聘冶
据 叶惠州日报曳 11 月 23 日报道
广东省教育厅 21 日通报称袁 广东全
面实施中小学教师 野县管校聘冶袁 教
师从 野学校人冶 向 野系统人冶 转变遥
广东此前出台 叶关于推进中小
学教师 野县管校聘冶 改革的指导意
见曳袁 推动城乡教师交流轮岗袁 建立
县域内城乡教师定期流动的刚性约束
机制袁 明确县域内每年义务教育阶段
教师城乡交流人数占教师总数的比例
不低于 5%袁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在同
一所学校连续任教 9 年以上袁 校长在
同一学校任满 2 届袁 原则上要在本县
域内交流轮岗遥 2017 年全省共 3.9 万
名校长教师参与交流袁 占符合交流条
件教师数的 17.8%袁 其中县级以上骨
干教师约占 21%遥
据介绍袁 广东于 2017 年年底开
始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 野县管校聘冶
管 理制度 改革遥 截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袁 广东已有 79 个县 渊市尧 区冤
出台了本地具体实施办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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