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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明确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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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3月1日起施行——

如何用好教育惩戒这把“戒尺”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李珩 张莎

3月1日，我市各中小学校严格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全市560余万中小学生顺利开
学。

演课本剧、听志愿军爷爷讲战斗故事、跟着
老师逛网上“党史馆”……当日，我市不少学校
都将“上党课，学党史”融入“开学第一课”和开
学典礼之中，让学生们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集体观看“开学第一课”《永远跟党走》

“百年奋斗历程、百年辉煌成就告诉我们，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美好的未
来需要青少年去建设，去创造。”3月1日，重庆
市中小学生同上“开学第一课”——集体观看教
学视频《永远跟党走》。

在重庆育才中学观看现场，参与“开学第一
课”录制的学生王鑫分享了心得：“在邱少云烈
士纪念馆，我被邱少云以及像他一样具有献身
精神的战士们所打动，他的精神在我们心中永
存。”

在渝中区中华路小学，学生们认真收看了
“开学第一课”。参与“开学第一课”录制的蒋雨

彤心潮澎湃，她说：“录制‘开学第一课’的时候，
我们参观了红岩村，先辈们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令我特别感动，他们的勇敢、坚毅将一直激励我
们战胜各种困难。”该校四年级学生李雨桐表
示，“开学第一课”讲述了不同人物的故事，他们
有相同的人生信念，跟党走，为祖国、为人民无
私奉献，我会努力学习，长大以后为祖国做出贡
献。

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

当日，“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革命薪火”重
庆市青少年国防教育主题示范活动走进江津区

四牌坊尚融小学校。上午10点，2000余名学生
组成的方队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中央。随着一声
令下，四牌坊尚融小学国旗护卫队在原天安门
国旗班战士的带领下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操场，
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走向升旗台。当雄壮的国
歌声响起，伴随着庄严的旋律，全场齐唱《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

升旗仪式结束后，原三军仪仗队战士曹玉
蕊为同学们宣讲了《国旗故事》，激动人心的国
旗故事让红色基因渗透进血液，为同学们上了
一堂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思政课。

听志愿军老战士讲战斗故事

“我14岁参军，祖国一声令下，便跟随大
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身到保卫
祖国的战斗中……”85岁的志愿军老战士谈
邦奠，来到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小学，在学校
的开学典礼上给孩子们讲述了一个个战斗故
事。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炮九团三连
一名战士，有次急行军，我不小心把脚崴了，班
长把我抱上驮观测器材的马背上，随队同行。
到了宿营地，我发现大衣和背包掉了。班长一
边骂我，一边却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
上……现在你们在党旗下快乐地成长，从小就
要树立报国志向。”听完谈爷爷讲述的精彩故
事，孩子们纷纷热烈鼓掌。

该校校长吴文兰表示，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需要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学校接下来会开
展观影、阅读、征文等活动，引导全校师生弘扬
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演课本剧再现革命烈士陈然的
英雄故事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
高高……”南岸江南小学的开学典礼上，一群小
学生绘声绘色地表演了一个课本剧，再现革命
烈士陈然的英雄故事。

小演员们面孔虽稚嫩，但情感真挚。“刚开
始排练时，由于不太理解剧本，有的孩子会笑
场。后来给他们讲述了烈士的故事，有的孩子
差点哭了。”校长钟敏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活
动，培养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江北区钢锋小学在开学典礼上，老师带着
学生们一起逛了逛“网上的党史馆”。活动中，
老师带领学生观看了“童心学党史，薪火代代
传”视频，重温党史，把红船故事带到校园。全
校学生还在国旗下庄严宣誓，立下爱党爱国誓
言，争做时代好少年。

两江新区星湖学校也开展了“在党旗照耀
下，我要追寻那颗星”线上故事会。

引导学生关注、热爱身边的人和事

我市中小学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引
导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热爱祖国。

“哇，油菜花居然是从最外面层层盛开的”
“快看，蜜蜂来啦，我要把它画下来”3月1日上
午，两江新区青禾童心小学校组织学生们开展
了“劳动之美”活动，在校园里的油菜花田里感
受春天的气息，感受自然之美。

“引导学生关注、热爱身边的人和事，培
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的情感，自然可
以激发他们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感，扣好
他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青禾童心小学校长
秦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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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批准，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重庆市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区组团C1分区1-01（B）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区规
划自然资源局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具体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此次挂牌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1〕3号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及其它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可以独立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但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以及凡在我区欠缴
土地出让价款、造成土地闲置等违约行为的除外）。

三、公告时间
2021年3月2日9时00分至2021年3月21日

17时00分，相关资料由竞买人在重庆市公共资源
交易网（南川区）（https://www.cqggzy.com/
nanchuanweb/）自行下载获取。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1年3月21日
16时00分。

保证金账号：详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南川区）

（https://www.cqggzy.com/nanchuan -
web/）。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1年3月22日8时30
分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地点为南川区公共
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
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将在
2021年3月22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出让方式：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以挂

牌方式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时间：2021年3月22日15时30分

（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1年3月22日18时00分

挂牌出让地点：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
心。

受让人的确定：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受让人。

五、联系方式
（一）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地址:南川区商务中心右副楼二楼
联系电话：（023）71610555

（二）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李女士
联系电话：（023）71421580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1日

编号

NC2021让
3-3-1

地块名称

重庆市中医
药科技产业
园区组团
C1分区1-
01（B）地块

建设用地
面积（㎡）

28883㎡
（约43.32亩）

规划指标要求

产业准入类别：农副食品加工业，其固定投资强度≥39.33万元/亩，
固定产出强度≥667万元/亩,土地出让年限为50年。普通工业项
目容积率下限控制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上限按1.5控制。工业项
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其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
不得大于项目总建设用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的7%。海绵城市规
划条件：年径流污染物去除率不低于50%。其他规划条件按南规
资条件〔2020〕0041号执行。

用地
性质

二类
工业
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78

起始价
（万元）

278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3月1
日下午，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在永川
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来自我市各区县
的2万余名运动员将参加足球、篮球
等41个大项角逐，集中展示我市近
年来在创建体育强市等方面所取得
的成果。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由市政府
主办，市体育局、市教委、市总工会、
永川区政府共同承办，是我市规格最
高、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
动会。本届市运会共设置了竞赛项
目和表演项目两大板块。其中，竞赛
项目分为成年组和青少年组，共有田
径、游泳、跳水、艺术体操等41个大

项，888个小项。
本届市运会的竞赛日期从3月1

日开始，至5月29日全部结束，历时
3个月。其中，率先开赛的项目有太
极拳、跆拳道和足球。本届市运会大
部分比赛项目将在永川区各体育场
馆举行，部分项目将在其他相关场地
举行，如游泳项目在綦江区游泳馆举
行，攀岩项目在九龙坡区举行，单板
滑雪在际华园举行等。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根据最新
的日程安排，本届市运会的开闭幕式
将于5月在永川举行。“本届市运会
开幕式将结合东道主——永川的地
域文化特色，采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

段，以裸眼3D、立体视屏、全彩投影
以及上千无人机等形式表演，充分展
现重庆‘行千里、致广大’追梦气魄和

‘永立潮头，海纳百川’的永川人文精
神，为全市人民奉献一场如梦如幻、
身临其境、震撼人心的文体盛宴。”市
六运会组委会相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市六运会的首
金已经诞生。在1日上午举行的太
极拳项目女子二十四式比赛中，主
场作战的永川区选手彭新会凭借娴
熟的技术和稳定的发挥，以9.23分
的出色成绩获得冠军，渝北区选手
蒋革平、九龙坡区选手谭黎宁分获
二、三名。

重庆市第六届运动会正式开赛
2万余名运动员参加41个大项888个小项的角逐

3月1日，渝中区中华路小学庆祝“建党100周年”系列活
动启动暨开学典礼现场。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3月1日，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小学，85岁的志愿军老战
士谈邦奠在开学典礼上给孩子讲保家卫国的战斗故事。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3月1日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采销〔2021〕002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矿山名称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田家煤矿

重庆市两江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芦塘煤矿

綦江县土台矿业有限公司贵新铁矿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南桐煤矿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东林煤矿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红岩煤矿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韦家沟煤矿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中心桥煤矿

重庆市邵新煤化有限公司邵新煤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1130023236

C5000002009041130019559

C5000002012082130126732

C5000002009041130018331

C5000002009041130018329

C5000002009041130018330

C5000002009041130019975

C5000002009041130020103

C5000002009041130019534

注销时间

2021年2月5日

2021年2月5日

2021年2月5日

2021年2月9日

2021年2月9日

2021年2月9日

2021年2月9日

2021年2月9日

2021年2月9日

全市560余万中小学生昨日顺利开学

开学第一课，让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学生违规违纪了咋办？老师有权进
行批评吗？能够让学生罚站吗？教育部
前不久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以下简称《规则》），第一次以部门
规章的形式对教育惩戒做出了明确规
定，并于3月1日起施行。

如何看待《规则》的出台？如何把握
实施“教育惩戒”的度？3月1日开学当
天，重庆日报记者就相关情况进行了走
访。

《规则》：教师可以惩戒学生
“一节课时间内教室内站立”

《规则》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
了定义，明确教育惩戒不是惩罚，而是教
育的一种方式，其目的是对违规违纪学
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
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
误的教育行为。

根据程度轻重，《规则》将教育惩戒
分为一般教育惩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
重教育惩戒三类。

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
轻微的学生，惩戒措施包括点名批评、做
口头或者书面检讨、增加额外教学或者
班级公益服务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
内的教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

较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
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学
生，惩戒措施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
承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规校
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或者限制参
加游览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等。

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
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年
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
学、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
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家长：惩戒是必要的，但老师
万一控制不了情绪怎么办

“学生犯了错，给予一定的惩戒是必
要的。”初三学生家长张兆颖对《惩戒规
则》的实施表示支持，惩戒规则是形成良
好教学秩序的保障。对一个散漫、不思
进取、无心向学的学生，单用爱感化，效
果可能微乎其微，唯有动用管教与惩戒
的力量，才能让孩子明白是非对错。

“古代就有戒尺，现在有惩戒规则，
我们十分支持。”一位小学生家长称，曾
经儿子班上一位男生拿铅笔尖故意扎女
同学，老师让男生在办公室里站了10分
钟。不明情况的家长说老师体罚学生，
还告到校长那里去了。现在有了《规

则》，怎么惩戒学生有了依据，对学生、家
长和老师都是一件好事。

与此同时，少数家长对如何科学实
施教育惩戒提出了疑问。

“教师有了惩戒学生的权力，可如果
用来体罚学生怎么办？”一位罗姓家长
称，小学生心灵本就脆弱，三观还不健
全，对孩子施行惩戒，可能会给孩子造成
心理伤害。万一老师在惩戒学生时，控
制不了激动的情绪，做了出格的事情怎
么办？

教师：管理学生更有底气

“这是教育界的一场及时雨。”重庆
铁路中学副校长黄垚称，《规则》的出台
让学校、老师对部分顽劣学生、屡教不改
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有章可依，使学校教
育工作更加规范有力。同时，也让学生
明白，如果做出了超过规矩的行为，该承
担的后果、该负的责任。

“这让我们管理学生更有底气，但是
家长的认可及接受程度可能会影响教育
惩戒的实施和效果。”一位中学教师称，面
对学生出现的违纪违规行为，实际教育过
程中确实存在着不敢管的现象，现在《规
则》明确了面对学生的违纪违规，实施一
定的惩戒教育是教育者的正当职责。

在采访中，一些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也
提出了执行过程中“度”的把握问题。比
如罚抄作业，多少遍在允许范围之内等。

专家：惩戒教育的宗旨是育人
不是惩罚，实施教育惩戒不得逾越
红线

“学校和教师要明白，教育惩戒不是
惩罚，更不是体罚和变相体罚。”西南政
法大学副教授孙兵称，《规则》明确了教

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惩戒过程
中，不得有八类惩戒行为，为教师惩戒权
的行使划定了红线。

孙兵说，《规则》不仅对惩戒的范围
和适用条件及惩戒的具体措施作出了明
确规定，还对教育惩戒实施的程序做出
了明确规定。如采取一般教育惩戒，教
师可以当场实施，事后可以以适当方式
告知学生家长；如采取较重教育惩戒，学
校应当及时告知家长；如采取严重教育
惩戒，学校必须事先告知家长，且应当听
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学生或者家长申
请听证的，学校应当组织听证。

此外，《规则》规定了学生及其家长
不服学校和教师违法实施严重教育惩
戒的，可以在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作
出后1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起申诉，
对申诉处理决定仍不服可以向学校主
管教育部门申请复核，对复核决定还不
服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
诉讼。

《规则》颁布实施，对于科学实施惩
戒教育意义重大，但它绝不是一个随意
使用的教育权杖，简单地一惩了之。那
么，如何用好教育惩戒这把“戒尺”？

“依法惩戒的关键，在于把握好惩戒
教育的宗旨。”重庆市教科院德育所副所
长杨昌弋认为，惩戒教育的宗旨是教育，
不是处罚。教师应先采取正面的方式进
行教育引导，教育引导无效后才考虑实
施教育惩戒，帮助学生在“犯错”“纠错”

“改错”中实现自我成长。
“科学实施惩戒教育，不是教师单方

面的事情。”杨昌弋强调，需要注意整体
施治。惩戒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
分，须在家校社协同教育中得到充分的
价值认同，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3月1日，永川北山中学操场，6500多名师生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