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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3 月 1 日起施行
叶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 渊试
行冤曳于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袁
叶规则曳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
行了定义袁明确野确有必要的可实
施教育惩戒冶遥 学校尧教师可采取
哪些教育惩戒措施钥 哪些不当教
育行为被明确禁止钥 把野戒尺冶还
给老师袁如何把握好尺度尧温度和
限度钥 一起了解一下吧浴
强调育人
叶规则曳所称教育惩戒袁是指
学校尧教师基于教育目的袁对违规
违纪学生进行管理尧 训导或者以
规定方式予以矫治袁 促使学生引
以为戒尧 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
行为遥
叶规则曳将教育惩戒的实施范
围限定在普通中小学校尧 中等职
业学校遥
叶规则曳强调院
音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
育规律袁注重育人效果遥
音实施教育惩戒后袁 应当注
重与学生的沟通和帮扶袁 对改正
错误的学生及时予以表扬尧鼓励遥
音学生受到教育惩戒或者纪
律处分后袁能够诚恳认错尧积极改
正的袁 可以提前解除教育惩戒或
者纪律处分遥
明确范围
以下情形确有必要的可实施
教育惩戒院
淤不服从院 故意不完成教学

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尧 管理
的曰
于扰乱秩序院扰乱课堂秩序尧
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曰
盂行为失范院吸烟尧饮酒袁或
者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曰
榆具有危险性院 实施有害自
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
的曰
虞侵犯他人权益院打骂同学尧
老师袁 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的曰
愚 其他 违 反校 规 校纪 的 行
为遥
淫学生实施属于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
重不良行为的袁学校尧教师应当予
以制止并实施教育惩戒袁 加强管
教曰构成违法犯罪的袁依法移送公
安机关处理遥
细化边界
1援一般教育惩戒
渊1冤适用于院违规违纪情节轻
微的学生可以当场实施
渊2冤包括院
音点名批评
音责令赔礼道歉尧 做口头或
者书面检讨
音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
班级公益服务任务
音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
室内站立
音课后教导
音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尧

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
淫实施后袁 可以以适当方式
告知学生家长
2援较重教育惩戒
渊1冤适用于院违规违纪情节较
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
的学生
渊2冤包括院
音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
以训导
音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
音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尧行
为规则教育
音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游
览尧 校外集体活动以及其他外出
集体活动
音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
适当措施
淫应当及时告知家长
3援严重教育惩戒
渊1冤适用于院违规违纪情节严
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是小学高
年级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
渊2冤包括院
音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
者停学袁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尧
管教
音由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
导员予以训诫
音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
场所袁 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
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尧行为干预
淫应当事先告知家长
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袁 或者
经多次教育惩戒仍 不改 正 的学

生袁 学校可以给予警告尧 严重警
告尧 记过或者留校察看的纪律处
分遥对高中阶段学生袁还可以给予
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遥
把握尺度
七条红线冶教师不能碰院
渊1冤以击打尧刺扎等方式直接
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曰
渊2冤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尧反
复抄写袁 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
姿势袁 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
身体尧心理的变相体罚曰
渊3冤辱骂或者以歧视性尧侮辱
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因个
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
罚全体学生曰
渊4冤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
学生曰
渊5冤因个人情绪尧好恶实施或
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曰
渊6冤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
施教育惩戒曰
渊7冤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遥
维护权益
1援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支持尧
指导尧 监督学校及其教师依法依
规实施教育惩戒遥
2援学校应当支持尧监督教师正
当履行职务遥教师因实施教育惩戒
与学生及其家长发生纠纷袁学校应
当及时进行处理袁 教师无过错的袁
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
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遥

3援学校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强
对教师的培训袁 促进教师更新教
育理念尧改进教育方式方法遥
4援学生及家长不服可提起申
诉院
音学校拟对学生实施叶规则曳
第十条所列教育惩戒和纪律处分
的袁应当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遥
学生或者家长申请听证的袁 学校
应当组织听证遥
音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依据
叶规则曳第十条实施的教育惩戒或
者给予的纪律处分不服的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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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
音家长对教师实施的教育惩
戒有异议或者认为教师行为违反
叶规则曳第十二条规定的袁可以向
学校或者主管教育 行 政部 门 投
诉尧举报遥
家校合力
音学校制定校规校纪应当提
交家长委员会讨论, 并应当利用
多种途径向家长进行宣讲袁 有条
件的还可以吸收家长加入校规校
纪执行委员会袁 监督教育惩戒实
施遥
音学校尧 教师应当重视家校
协作袁积极与家长沟通袁争取家长
理解尧支持和配合实施教育惩戒遥
音家长应当履行对子女的教
育职责袁配合学校尧教师对违规违
纪学生进行管教遥
渊来源院人民日报尧江苏教育报冤

我市教育系统开展春季开学专项督查
2 月 25 日-3 月 2 日袁我
市教育系统开展春季开学专
项督查遥
此次督查主要包括面向
高等学校尧中小学尧托幼机构尧
校外培训机构的春季开学疫
情防控工作督查和面向全市

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校园
安全工作督查遥督查由市教育
局局领导带队袁邀请市纪委监
委派驻第四纪检监察组参与袁
联合卫健委尧 市场监管局袁分
6 组奔赴各校袁采用查阅台账
和现场查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联合执法检查遥
疫情防控工作督查主要涉
及疫情防控主体责任落实尧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建立完善尧防
控应急演练尧防疫物资储备尧食
堂就餐管理尧场所通风换气尧饮
水卫生尧应急处置等内容遥校园

安全工作督查主要涉及消防安
全尧交通安全尧师生安全尧实验
室安全尧治安秩序尧用电安全尧
食堂安全七个方面遥 对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袁 督查组进行现场
反馈并要求各单位即知即改尧
限期整改袁形成工作闭环遥

我市教育系开展政府采购业务工作培训
为进一步规范系统内政府采购管
理行为袁3 月 2 日下午袁我市教育系统开
展政府采购业务工作培训遥 各学校渊单
位冤分管领导尧总务主任尧报账员尧教育
经费结算中心全体人员尧局相关科室人
员参加了培训遥
培训邀请财政局政府采购科副科
长黄华尧政府集中支付中心主任缪小琴
解读现行政府采购政策和政府采购支
付相关管理规定袁政府采购管理系统工
程师现场示范政府采购系统软件操作
流程遥 培训要求袁各校尧各单位培训结束
后袁要再一次组织校内学习讨论袁熟悉
政策要求袁熟练操作流程袁进一步净化
财务管理行为袁营造风清气正袁业务精袁
作风硬袁能力强的后勤管理氛围遥

联盟一体 共谋发展
2 月 26 日上午袁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牵
头召开联盟校长联席会议袁讨论布置本学
期联盟重点工作遥 会上袁各校就联盟教研
安排的参与度尧可操作性和实效性提出了
建设性意见袁 确定了各项工作的序时进
度袁并就生本+野双实冶课堂建设和 野四有冶
好教师团队建设的工作进行了交流遥

爱耳护耳 从我做起

3 月 3 日是全国 野爱耳日冶袁3 月 1 日
起袁三跃中心幼儿园开展野爱耳护耳袁保护
听力冶系列活动遥 小班组通过观看图片尧视
频和游戏野我的耳朵最能干冶袁了解了耳朵
的基本结构和功能遥中班组利用纸杯尧绳线
制作出了野神奇的传话筒冶袁体验声音传播
的奇妙遥 大班组通过蒙眼游戏尧 传话接力
赛尧听声寻宝等游戏袁体会倾听的重要性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