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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作剧
恶作剧”
”背后的冷思考
□ 刘松
“有学生恶作剧，用水枪当众射在教师脸上。假如你遇到这样的学生，你
将如何处理？”在前不久举办的全校教师教育教学管理艺术竞赛中，有这样一
道简答题。
设置这道特殊的测试题，源于我一次无意间的“窥听”。那是在一个非正
式场合，我听到一群教师朋友在探讨一个话题，气氛颇为热烈，说的是一名教
师遭遇学生用水枪喷射事件。大家七嘴八舌：
“绝对不能放过他，得好好地整
治。”
“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类学生了。”
“换成是我，找他家长来领回去，教
好了再送来学校赔礼道歉。”
不难听出，他们都在为当事教师鸣不平，虽说各有各的处事主张，但观点
趋向一致：以严厉的惩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
教师在教职生涯中，确实会碰到类
似的学生、类似的事件。我相信，多数
教师碰上此事心中都会不悦，出于羞恼
而产生某种冲动也很自然。可是那一
天，我脑中始终有几个问号挥之不去：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质疑那个学生向教
师喷水的动机呢？这些经常容易发生
在师生之间的小插曲究竟是如何收场
的呢？难道大家不约而同选择的都是
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
此后，
我心中一直有个设想，
一定要
找一个机会组织教师正式研讨教育教学
艺术。毕竟那次对“恶作剧”事件的探
讨，只能反映出有少数教师存在漠视教
育法规、
违背教育规律的问题，
或许他们
的偏激言词旨在安慰那位受到学生冒犯
的教师。如果将这个案例公开摆在桌面
上，
一定会引发教师的热烈讨论，
未必不
能收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效果。
于是，
借助此次竞赛的契机，
我得到了再
一次倾听教师心声的机会。
果不其然，我从竞赛试题的答案中
看到了一种极具反差性的现象，这也算
是 此 次 竞 赛 题 中 最 为 出 彩 的“ 一 道
菜”。教师“各显神通”，将自身的专业
素养呈现得淋漓尽致。
“ 如果我碰到这
样的事件，首先会让自己冷静，并幽默
地对他说：教师现在不需要洗脸，谢谢
你的好意。然后将这个学生带到办公
室谈心，了解其行为的根源，从正面对
他进行教育，教他如何尊重教师，尊重
他人。”
“ 假如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会采
取下列几个步骤：一是不发怒，不呵责，

职场
充电站
一、社保到底是三险还是五险？
社保是国家规定企业和职工必
须共同缴纳的一种社会保障机制，皆
在帮助职工建立最低的生活保障。
社保的组成：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其中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是由
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的，工伤保险和
生育保险是全部由公司共同缴纳
的）。
所以社保就是五险，但说是三险
就是说员工承担费用的就是其中三
项。
二、未到退休年龄，养老保险缴
费满 15 年，还需要继续缴费吗？
养老保险缴费满 15 年只是退休
后领取养老金的一个最低标准，并不

不当众抓住他不放。二是仔细弄清其
行为动机，找准对症下药的火候。三是
从心理健康教育入手，促其反思过错。
四是以此案例，在学生中（或班会上）公
开讨论，引以为戒。”
“我将这样自问：假
活中的现实版，
后者纯粹属于纸上谈兵？
如是我的孩子喷水到我脸上；假如这个
为消解盘绕在脑海中的疑虑，我走
孩子是为了亲近我，故意引起我的注
访了几位教师，他们都做了多年的班主
意；假如他太孤独，把我当作了游戏对
任工作，平素经常在一起交流教育话
象；假如是他一不小心失了手，我能有
题。谈及此事，
大家饶有兴味，
依据各自
什么理由发火呢？我非但不责怪他批
的经验和体会，发表了一些不尽相同的
评 他 ，我 还 有 可 能 成 为 他 的 良 师 益
看法和感受，
其中不乏精辟独到之见解。
友。”
……
我将诸多观点梳理一番，思路逐渐
从以上这些鲜活跳动的文字中可
清晰起来：现实生活中，确实因教师的
以看出，每名教师都有一套别出心裁且
个体差异，在应对师生矛盾时方法各
充满理性与智慧的处理预案，体现出因
异，这是性格的迥异、学识的厚薄、境界
长期工作在教书育人第一线所积累的
的高低、修养的好坏、阅历的深浅等导
丰富经验与人文关怀。捷克著名教育
致的。其中，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
家夸美纽斯提出：
“ 教育就是把一切事
有的人恪守原则知行合一，有的人积习
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教师应
难改不思进取，有的人锲而不舍潜心历
熟谙教育艺术，善于随机应变，运用策
练。当然，积极的、正面的占主流，消极
略，调控情绪，在育人这道题上给出恰
的、负面的毕竟是少数。如此说来，学
当的答案。
校管理者就再无必要纠结于竞赛题的
赞叹之余，
我还捕捉到如下信息：
在
答案，而应关注现实与答案反差背后的
该道简答题下，没有一名教师的回答是
原因，积极引导教师采取正向教育方式
采取粗暴方式处理此事，这与我那天所
管理学生。
听到的言论大相径庭。实际上，参加竞
值得庆幸的是，
在我的周边，
有那么
赛活动的教师中，就有几名是那天参与
多热切希望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的教师，
热议的教师，而上述的优秀答案中有一
他们爱生如子，
他们视职业为生命，
在漫
例就出自其中一名教师笔下。如此说
长枯燥的讲台生涯中，用思想、用行动、
来，教师处理事情也会有双重标准。一
用爱心追寻教育智慧。而这些，正是一
是如秋风扫落叶不留情面，一是巧用机
个
“恶作剧”
所折射出的教育世界。
智春风化雨。那么到底哪一面是真实 （作者系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新苑小学
的，哪一面是虚构的呢？难道前者为生
校长）

员工问得最多的社保问题怎么解（一）
是缴费满 15 年就不需要再缴费了。
养老保险待遇的高低与职工的
缴费年限与缴费基数息息相关。同
等条件下，参保时间越长、缴费基数
高，退休待遇就会越高。
参保人缴纳养老保险费满 15 年，
但是未到达退休年龄的，按照社会保
险相关法律，单位必须继续申报社会
保险；属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养
老保险交满 15 年后可以选择继续参
保，或办理终止手续。停止参保的
话，有关的社保待遇（如医疗保险）将
不能享受。
三、达到退休年龄，养老保险缴
费未满 15 年怎么办？
参保人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申请
以个人名义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连续

缴费满 5 年养老保险累计缴费仍不足
15 年的，可以申请一次性补缴足剩余
月份的养老保险费，缴费满 15 年后即
可申领退休金。
四、用人单位今年刚刚给交了保
险，明年用人单位不用你了，那交的
这个保险怎么办？
如果你问的是社保缴纳的钱能
不能退，答案是：个人缴纳部分可以
退，单位缴纳部分不退。个人缴纳部
分也要等到退休时候才会退，通常也
只有养老保险可以退。
如果你问的是社保没有单位缴
纳怎么才能交上，答案是：建议你找
个靠谱的社保代理机构给你缴纳或
者是办理自由职业者自和缴费。
（来源：
中国人力资源网）

请给孩子三样东西
□ 月影
很多家长，与其不停花钱给孩子物
质，
不如给他这三样东西。
兴趣爱好影响一生
有兴趣爱好的孩子，不仅能收获快
乐，当他全心投入的时候，也会把这种
精神带到学习上去。
调查问卷显示，学业之外，80%的学
霸爱好阅读，有 75%的学霸喜欢音乐，
65%会运动，
看电视电影也占到 62.5%。
一张一弛，才是文武之道。所以家
长们现在一定要摒弃一种观念，孩子的
兴趣爱好是可以忽视，恰恰相反，一定
要重视，
因为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阅历决定学习能力
在我们生活中，总能遇见胆怯，不
敢主动跟别人说话的孩子，这些在人前
扭扭捏捏的孩子，是因为经常待在家
里，从而缺乏自信。而有阅历、有见识
的孩子无论是面对着自身的缺陷，还是
未来人生的困境，都有信心面对和有能
力解决。
可是，我们普通家长既没多少时
间，也不那么有钱，该怎样丰富孩子的
阅历？其实，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去很远
的地方。可以陪孩子多看看书，见识更
宽广的世界；带孩子去公园转转，让他
认识这个美丽的世界；常带孩子参加亲
子活动，
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
孩子需要你的陪伴
不少父母总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
可你回忆一下，有没有接过孩子放学，
多久没有陪孩子吃晚饭，承诺的睡前故
事什么时候兑现……
其实，孩子们需要的不是奢侈品，
而是爸爸妈妈的陪伴，每一天他都在成
长，每一刻都有惊喜要跟你分享，错过
了就是一辈子。
最懂得教育孩子的父母，会给孩子
智慧、自信，让他拥有勇气和能量，这才
是他一辈子最有力的支撑和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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