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王亮）
“最健康的运动是下列哪项？”“游泳主要锻
炼的肌肉群是？”今天，2019长沙市全民健
身知识大赛总决赛在湖南广播电视台演播
厅举行，来自长沙各区县（市）的9支代表队
参与，最终宁乡市代表队获一等奖。

本次比赛由湖南省体育局指导，长
沙市体育局主办，各区县（市）文化旅游
（广电）体育局协办。比赛采用积分制，设
轮答题（有问必答）、情景表演题（手舞足
蹈）、抢答题（争分夺秒）、风险挑战题（出
奇制胜）四个环节。最终，宁乡市代表队
凭借出色的发挥，拔得头筹。

长沙市全民健身知识大赛自启动以
来，各区县（市）热爱体育、热爱健身的人
群踊跃参与，线上个人网络挑战赛和线下
团体预赛累计三十余万人参赛。

长沙市全民健身
知识大赛总决赛举行

爱健身，还得会健身

新华社记者 赵鸿宇 吴振东 吴晓颖 沈洋

� � � �惩戒规则规定，教师对学生实施教
育惩戒后，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帮
扶，注重惩戒与教育效果的统一。学校可
以根据实际和需要，建立学生教育保护
辅导工作机制，由学校分管负责人、学生
工作机构负责人、教师以及法治副校长
（辅导员）、司法以及心理、社会工作方面
的专业人员组成辅导小组，对有不良行
为的学生进行专门的辅导、矫治。

对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构成犯罪
但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 学校应当依

法协同、配合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
管教、帮扶，并要求家长予以配合。

成都市大邑县韩场镇学校校长蔡
国勋告诉记者，学校对有打架斗殴、偷
盗等行为的学生教育手段有限， 除了
言语说教，就是请家长，效果有限。惩
戒规则应切实成为学校、 家庭和相关
部门之间合作互动的纽带， 丰富教育
惩戒工具包。

四川省犯罪防控研究中心主任廖
斌认为， 惩戒规则应当明确对符合条

件的学生，相应司法、行政机关应承担
起“社会转介”、督导管教的责任，扭
转“家长管没用”“学校不敢管”“社会
管不了”的局面。

四川省检察院第九检察部副主任
陈王莉认为， 规则从教育惩戒角度为
校检共育、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工作
提供了有力依据。 惩戒规则可对构成
犯罪但未受刑事处罚的学生教育、矫
治、改造的方式方法进行完善，如规范
工读学校管理、激活收容教养制度、建
立教育社工住校制度等。

（新华社石家庄1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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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7日发
布数据显示，2019年10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4601起，处理635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699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收送礼品礼金1248起、违规发
放津补贴或福利1177起、违规公款吃喝631起、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565起、大办婚丧喜庆300起、公款国内旅游189起、
楼堂馆所违规问题75起、公款出国境旅游11起、其他问题（包
括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 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
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干部住房违规、违规接受管
理服务对象宴请等问题）405起。从查处干部级别来看，被处
理的人员中地厅级干部47名、县处级干部564名。

2019年以来，截至10月31日，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问题45369起，处理6383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5386人。

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10月份全国6300多人被处理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财政部27日发布公告显示，
财政部2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6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
券。这是中国政府单次发行的最大规模美元主权债券。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本次成功发行美元主权债券，向世界
传递出深化改革开放的清晰信号， 同时也折射出国际投资者
对中国主权信用的认可、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信心。

我国发行单次最大规模
美元主权债券

下期奖池：1836618362.96（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317 4 2 3
排列 5 19317 4 2 3 3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9136 03 16 20 26 29 03+0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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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2日，司法部公布《中小学教
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 （征求意见
稿）》， 旨在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教
师惩戒权定规立矩。

惩戒规则能否保障教师有效
而又公平地震慑“熊孩子”？当惩
戒权碰上“校闹”，惩戒规则能保
护老师吗？当罚不罚，校、师是否
有责？学校、家庭有哪些教育“援
军”？新华社记者走访多地，听取
学校、家庭及有关部门的看法。

管住“熊孩子”，还得迈过这些“坎”
� � � � 惩戒规则第五条（二）规定：合法
合规。（教育惩戒） 应当以事先公布的
规则为依据……程序正当、客观公正；
（三）规定：过罚适当。应当根据学生的
性别、年龄、个性特点、身心特征、认知
水平、一贯表现、过错性质、悔过态度
等，选择适当的惩戒措施，实现最佳教
育效果。

有的家长对教师在惩戒时能否一

视同仁有疑虑。一些家长告诉记者，现
实中常有老师对违反纪律但成绩较好
或自己较喜欢的学生“睁一眼闭一
眼”，仅点名批评。而在同样违纪时，却
对成绩一般或自己不中意的学生施以
罚站等更重惩罚， 有的批评甚至涉嫌
人格侮辱。

邯郸市第三中学教育集团学生处
主任吴芷英建议， 首先要尽可能详细

地制定学校相关规章制度， 并将内容
广泛宣讲、告知，让所有学生、家长、教
师准确了解何种惩戒事由对应何种惩
戒方式。同时，惩戒行为的处理过程和
处罚结果都应公开， 将教师的处罚权
置于阳光下。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惩戒只是迫不得已的方式，应尽可
能不把学业惩戒纳入惩戒规则中，避免教
师因升学、考试考核压力，对学习成绩暂
时靠后的学生进行额外惩戒。

� � � �惩戒规则第十四条中规定教师正当
实施教育惩戒，因意外或者学生本人因素
导致学生身心造成损害的，学校不得据此
给予教师处分或者其他不利处理。

有教师向记者表示，担心正当惩戒
造成意外后，一旦遇到“校闹”，学校是否
会顶不住压力，以处分教师息事宁人。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
宏观认为， 惩戒规则一定程度上明确
了对教师正当惩戒权的保护， 同时也

是对学校的行为进行了约束。面对“校
闹”， 学校同样受到相关内容约束，无
权牺牲教师权利。另外，惩戒规则中明
确了学校应引导对教育惩戒有异议的
家长通过多种渠道申诉， 这对教师而
言也是一种风险缓冲。

井冈山小学校长张青云认为，有
些家长将老师的惩戒视为受“欺负”，
甚至觉得上学是购买了教育服务而不
是来受气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

只有取得社会共识， 才能为教育惩戒
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此，应切实做
好宣传引导、对话沟通。

上海政法学院社会治理研究院教
授章友德认为，惩戒规则采取的是“定
性+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所有意
外， 只依靠规则来保障教师合法权益
仍不够完善， 还要依据教育法、 教师
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配合，完善举证、质证、裁判等程序，使
学校和教师受到一个完备法律法规体
系的保护。

� � � � 放任“熊孩子”一再任性继而犯下
大错，教师和学校应承担责任吗？惩戒规
则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不少家长却十
分关心。

河北省安国市教体局基础教育股
股长安会根说，惩戒规则要求，较重以上
等级惩戒形式由集体研究决定，如果当

罚不罚而引发不利后果，学校和教师应
当承担教育和管理失职的责任。

上饶市广信区第二中学教师姜鸿
洲认为， 老师教育失职的后果虽然没
有在惩戒规则里明确， 但现实中的惩
罚措施并不缺乏，如降薪、降职称等，
严重的甚至会被吊销教师资格证。

吴芷英称，担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比如应当惩戒但受法律法规限制，因
而致使犯错学生未受惩戒的，教师或学
校应无责；应当惩戒但惩戒不当或过轻
未能起到警示教育作用，后续又造成严
重后果的，教师或学校要承担部分责任；
应当惩戒但因教师或学校主观原因没
有惩戒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是教师或学
校严重失职，应该进行严厉处罚。

图说天下

� � � � 11月27日，第二架国产新舟60遥感机交付验收仪式在西
安市阎良区举行，至此，我国自主研发的两架高性能新舟60
遥感飞机全部交付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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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阿尔巴尼亚国防部26日说，当天凌晨6.4级地震造成的死亡
人数已升至21人。这是阿尔巴尼亚30年来最强地震。图为11月
27日，救援人员在一栋地震中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寻找幸存者。

最
强
地
震

� � � �据外媒26日报道，当地时间25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斯
帕德里斯国家森林公园发生山火。图为11月25日，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消防人员参与灭火。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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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1岁的农村党员杨正邦选择把500
元奖金捐赠出去用于国家抗震救灾。这
500元钱， 本是村里表彰他帮助身边邻
里的一笔奖金。

2013年，中国实施精准扶贫的方略在
杨正邦的家乡———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被提出。

过去， 这个地处中国连片特困地区
武陵山脉腹地的纯苗族村寨曾因闭塞落
后，当地群众生活长期徘徊在贫困线下，
2013年人均纯收入仅1668元。

精准扶贫开展以来， 十八洞村依托
独特的自然环境，发展起乡村旅游、特色
种植、养殖、苗绣、山泉水等产业。去年
底， 这个人口不足千人的村庄人均纯收
入已达12128元。

和中国不少贫困村一样， 精准扶贫
为十八洞村带来的变化不仅是增收。过
去，人穷志短，一些贫困户抱有“等靠要”
思想， 对通过自己奋斗过上好日子不敢
信、不敢想，更不敢干。现在腰包鼓了，干
劲足了， 村民民主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
不断提升。

2017年湖南省宣布十八洞村脱贫
后不久， 村里干部群众逐渐转到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探索。实践中，驻村扶贫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发现村里存在一些突出矛
盾，比如，村里无公职党员服务群众意识
强烈，但缺乏好的实践平台；村干部每天

“忙得不可开交” 而群众满意度却不高；
老百姓想知道党员到底干了什么却无从
得知。

“不少苗族群众不善表达，部分农村
党员希望参加村内建设却又碍于‘无职
务’不好插手。”十八洞村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麻辉煌说，这让他们认识到，过去
“由村支两委到村民小组再到农户”的传
统治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代农村发
展的要求。

去年下半年，十八洞提出“学习互助
兴思想、生产互助兴产业、乡风互助兴文
明、邻里互助兴和谐、绿色互助兴家园”
的“互助五兴”农村基层治理模式，通过
在村内推选41名党员骨干、乡贤能人为
组长，每人联系五户群众，按照“地缘相
邻，产业相近，志趣相投，优势互补”原
则，组建起41个互助小组。杨正邦便是
其中一个互助小组的组长。

初中文化、又在外地有过16年打工
经历，杨正邦在村里算“见过世面”的青
年党员。当上“组长”，让他有了更多责任
感，也有了“正当身份”。

通过走访，杨正邦了解到他的组员、
69岁的村民石拔三心中的困扰———因
为没有读过书，只会说苗语，与游客交流
不畅。于是他在闲暇时便到石拔三家，给
她“培训”普通话。

如今， 石拔三已经能用简单的普通

话和游客打招呼， 见到人还会边握手边
笑盈盈地说：“你来看我，我感谢你！”

除了帮助自己的“组员”，杨正邦还
主动为其他小组长“分忧”。今年春节期
间， 村民杨成家失火， 房屋财产付之一
炬。杨正邦主动找到杨成的“组长”商量，
又在各大群中发布募捐消息， 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共凑款10万元，帮助杨成
重建家园。

“以前想为村里做点事又怕别人觉
得我多管闲事。现在我是小组长，应该要
当榜样。”杨正邦说。

在村支书龙书伍看来，“互助五兴”
既为想干事的普通党员提供了机会与平
台，又能帮村支两委分担工作，还能让群
众知道党员到底干了什么， 有效化解了
此前基层治理存在的突出矛盾。

十八洞村探索建立考核制度， 每月
的主题党日， 村内全体人员对各小组当
月互助活动进行评议， 结果作为评选表
彰、推优入党、推选后备干部、集体经济
收益分配的重要依据。

此外，依托村级集体经济，十八洞村
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行动换积分，以积
分换物品”，大家拿着积分券可以兑换到
油盐米面等生活用品。

11月3日，在十八洞村举行的晚会上，
杨正邦被村里评选为“‘互助五兴’优秀中
心户”，拿到奖金后，他便全部捐了出去。

“一名普通农村党员能有这样的觉
悟让我们很欣喜。”麻辉煌说。

十八洞村的探索实践，为湘西州“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 提供了有益样本。如
今，全州5万多名农村党员与群众紧密对
接，建立2.5万余个互助组，参与农村群
众达13万余户。

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民主协
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
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 是中国共产党十
九届四中全会的明确要求。在中国各地，
通过党建引领、手段创新，近几年已有越
来越多的“十八洞村”涌现，探索出了一
批基层治理的好经验。

湖北省赤壁市，通过建立“数字城管
系统平台”反馈问题，免去了群众的往来
奔波，方便群众的同时，高效处置事务，
有效推进治理，深受干群欢迎；湖南岳阳
市岳阳楼区“群英断是非”治理模式让低
保户在意的、熟悉的、说话有分量的人坐
在一起评评理、断一断，过去一些“难缠
的”“不讲理”的老百姓纷纷服了气。

中共湘西州委书记叶红专认为，基
层情况错综复杂，工作千头万绪，基层治
理是一门科学。“成功的治理应该在实战
中管用、 让基层干群爱用、 群众感到受
用。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发动群众共建
共治， 才能最终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新华社长沙11月27日电）

中国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 � �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应急管理部获
悉， 应急管理部近日批准在灭火救援中牺牲的福建省消防救
援总队福州支队特勤大队四中队消防员张伟杰同志为烈士。

据介绍，张伟杰，男，汉族，1993年4月出生，福建永春人，中共
党员，2011年12月加入消防救援队伍， 生前系福建省消防救援总
队福州支队特勤大队四中队消防员，三级消防士消防救援衔。11月
25日5时12分， 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叶下村25号民房发生火灾，福
州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紧急赶往现场扑救，张伟杰英勇顽强、冲
锋在前，在搜救被困群众过程中，不幸被突然坍塌的起火建筑物埋
压，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当日13时15分壮烈牺牲。

应急管理部:

批准消防员张伟杰为烈士

新华简讯

� � � �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授证仪式26
日在巴黎举行。 作为新当选的法国建
筑科学院外籍院士， 中国建筑师董功
接受了院士证书和证章， 并发表题为
《回归建筑》的演讲。

中国建筑师董功
获颁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证书

� � � � 记者27日从中国旅游研究院（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获悉，我国入境
游市场保持稳步增长，2018年共接待
入境游客1.41亿人次，实现收入1271亿
美元，同比上涨3%；2019年入境游收入
有望突破1300亿美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27日在京发布
《中国入境旅游发展报告2019》， 显示
亚洲地区是我国最主要入境客源市
场，占比60%；其次是欧洲和北美，占比
分别为20%和10%左右。缅甸、越南、韩
国、日本、美国为前五大来华客源国。

我国入境游收入
有望突破1300亿美元

� � � � 偷渡英国途中死于冷藏运输车的
16名越南公民遗体27日运抵越南首都
河内，将移交家属。这是第一批运抵越
南的遇难者遗体。

英国警方10月23日在一辆冷藏运
输车内发现39具遗体，包括31名男性，
8名女性。死者年龄最大44岁，有3人未
成年，最小15岁。

（均据新华社电）

越南接收冷藏运输车遇难者遗体

� � � �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6日发布年度
《排放差距报告》警告说，除非未来十年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每年下降7.6%，
否则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的目
标将无法实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布年度《排放差距报告》

1. 能保证同过同罚、过罚适当吗？家长担心：

2. 正当惩戒造成损害，遭遇“校闹”怎么办？老师担心：

3. 当罚不罚，犯错更大： 学校和教师该担责吗？

家、校之外：4. 还有谁应该共管“熊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