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黄浩 电话：010-82296843 编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邮箱：zgjsbgn@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新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2版2017年2月22日

今年春节，秦芳校长过得并不轻松。
作为一所民办小学的办学人，在过去的一
年里，她在县城周边考察了多个地块，计
划投资新建一所高品质民办学校。一段
时间以来，她都沉浸在新学校的愿景规划
里，再次创业的热情高涨。直到去年11月
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
决定》，她和家人都陷入了纠结。关于新
学校，建还是不建成了一个难题。

新法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禁止举
办营利性学校。这意味着，不少投资人要
么转投其他阶段教育，要么放弃投资教
育，而坚守义务教育阶段就要放弃营利。

秦芳所在地是河南东部的一个贫困
县。10 年前，她在县城创办了一所小
学，虽然规模不大，但不断滚动发展，经
营得风生水起，每年招生季都是生源爆
满。正是这样的发展态势，让她萌生了
建设新学校的想法。

对于民办中小学办学者而言，这次
修法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促进”的意义，
相反不少人像秦芳一样陷入了恐慌。

让秦芳感到纠结的不是因为不可以
营利，而是有许多政策并不明晰。秦芳
坦言，她相信国家修法的初衷一定是为
了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但眼下因为地

方配套政策短期内不会出台，“无法预料
未来会怎样”。“如果放弃又有太多的不
舍，毕竟办了这么多年的学校。”在秦芳
内心深处，这辈子只愿意做教育。

在交流中，秦芳的担忧大致表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投资人如果不能分红，投资人可以
拿年薪吗？年薪标准如何界定？

作为非营利性学校，政府到底会给
予什么样的政策支持？

政府对非营利性学校的财务如何
监管？

如果退出办学，政府如何补偿，补偿
比例怎么计算？

在建新学校的过程中，如果学校有
负债，债务如何偿还？

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秦芳，让她
无法作出决定。于是，新法出台后的
几个月时间，她频繁参加各种有关民
办教育的会议，试图从这些会议上捕
捉确定的信息，但这样的努力并未让
她获取信心。她发现，不少专家在谈

论新法时总是闪烁其词，对一些关键
问 题 的 回 应 都 很 保 守 ，甚 至 有 意 回
避。她先后咨询了不少专家，但没有
人能够给她明确的答复。

秦芳还多次到教育行政部门咨询相
关领导，领导们的回复让她更加失望。“市
县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对新政的了解还
没有我们清楚！”秦芳显然有点失望。

民办教育的明天会好吗？
“我始终相信促进的意义大于规

范。”秦芳说。但她希望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能够清晰地传递国家支持民办教育健
康发展的政策信息，而不是模棱两可，加
剧他们的恐慌和焦虑。

谈到最后，我也只能做一位忠实的
倾听者，在民办教育系列新政出台后，我
听过太多办学人的疑惑、纠结与恐慌，我
深深地理解她——但也仅此而已。我不
是政策研究者，无法打消她的种种顾
虑。我只想说：“不确定的是环境，确定
的是自己。如果教育是你喜欢做的事
情，就先努力做好教育的事。”

元宵节，校长沈金花碰巧不在学校。
校园中央甬道上方横着一条标

语——“上好学，做好人”。对这所学
校而言，这条标语格外耐人寻味。

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目前有
30 多名教师和四五百个孩子，包括
300 多名小学生和 100 多名幼儿。在
北京东五环外距城区不远的一个村子
里，学校如石缝里的野草，顽强地生存
了10年。

10 多年前，就读于社工专业的沈
金花到村里的打工者组织做志愿者，
接触到打工子弟学校。毕业后，她和
同伴筹办了这所学校，这也就成了她
坚持至今的事业。

来自黑龙江的老赵，刚从老家过
年回来，趁开学前赶来给孩子交学
费。“我有俩孩儿，下学期打算把另一
个孩子也送到这儿读书。”看得出，老
赵对学校挺满意。

一对年轻夫妇带着孩子来咨询入
园事宜。“女儿 4 岁多了，在老家没人
带。”女孩的妈妈无奈地说。他们问了
许多问题：教师有资格证吗？午餐怎
么样？收费多少？但最终没下定决
心，离开时嘟囔了一句：“再便宜一点
就好了。”

其实，这里的收费是周边最便宜
的。对打工者而言，他们的选择也并
不多。“原来村里有五六家幼儿园，但
都被关掉了。”学校的张老师告诉记
者。关掉的理由很正当，他们都是“黑
园”。村里去年新开办了一家公办中
心园，但收费是这里的两倍。

严格地说，这所打工子弟学校也
不“正规”，10年来处境尴尬。学费是
学校维持运营的主要经费来源，同时
学校门口有一家同心互惠公益商店，
以3元、5元不等的低廉价格向打工者
出售爱心人士捐赠的二手衣物，售卖
收入用于补贴学校经费。

近年来，虽然北京各区尽力解决
外来打工者子弟的随迁就读问题，但
仍有许多孩子因各种情况只能来此就
读。“学校最红火的时候有 900多个学
生，新的学籍政策出台后，来这就读的
学生少了，有的把孩子送回老家了。”
张老师说。

在这里，师资是个大难题。目前
30多个教师中，只有一位男教师。“小
伙子刚刚大学毕业，想当教师又没经
验，就到我们这儿，老教师手把手地
教，很有长进。”张老师说。但随之而
来的问题是，教师水平高了，就可能

“跳槽”，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那些

学 校 工 资 都 比 我 们 高 。”张 老 师 叹
道。这里的教师工资只有 2000多元，
而在村里租一间房就得七八百元。

“你想，要养家糊口，这点工资肯定不
够。”

在这样的学校，工作辛苦也自不
待言。沈金花的办公室不足 10 平方
米，简陋而凌乱，还要兼做教务处、财
务处、总务处。学校没有专职管理人
员，张老师既负责后勤，还兼做教务、
杂役。一旦缺教师，她和沈金花都得
随时顶上，给学生上课。教师们每天
要待到晚上六七点钟，直到所有学生
被领走才下班。学校曾招过不少有热
情的大学毕业生，但很少有人待得住。

也因此，为了稳定师资，学校想了
一个策略：更多地招收有教学经验、正
在带孩子的进城妈妈来做教师。“她们
有经验，更容易上手，又不耽误带自己
的孩子，一举两得。”张老师笑道。这
个办法很奏效，这两年学校总算稳
住了。

学生流动性大，师资不稳定，报酬
低，工作辛苦，但让记者惊讶的是，这
里的教师很敬业，学校的教学质量也
不错。“客观原因是每个班几乎都有教
师子女，我们也确实把每个学生都当
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去教。”张老师说。

当然，除了学习成绩，教师们也希
望这里的学生能像城里孩子一样，享
受更好的教育。在志愿者帮助下，学
校近年来也开设了摄影、舞蹈、绘画等
兴趣班。

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虽然学
校面临重重困难，但教师们最渴望的
是得到专业成长上的帮助。

“许多人来学校都是捐助学习用
品，要是能提供一些学习机会就更好
了。”张老师说。“以前区里组织培训学
习也会让我们参加，感觉收获挺大
的。”李老师怀念道。

看得出，在这所城市边缘的打工
子弟学校，物质帮助固然是需要的，但
精神上的关怀显得更重要，也更可贵。

“我们感觉，与那些留守儿童相
比，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虽然生
活艰苦，但身心发展得更好。”张老师
感慨地说。

在张老师身后的墙报栏里，张贴
着学生们的绘画作品，色彩明快，童
趣盎然。学生作品的旁边，记者看到
这样一句话——“我是一棵树，开心
时生长，难过时落叶，但我心中仍然
充满希望！”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 妈 妈 ，我 可 以 出 去 玩 一 会 儿
吗？”1 月 30 日，大年初三，陕西省榆林
市神木县的小艺想和小伙伴儿一起
出去玩，可面前还有那么多作业，她
有些忐忑。

小艺是神木县某小学三年级的学
生，寒假前，老师给他们布置了许多作
业。一张纸上打印着各种作业要求：（1）
认真完成语、数、英小学寒假作业与生
活。（2）每位同学完成手抄报三份，画两
幅画（沙画、拓印、素描、国画、水彩），精
美手工制作一个。（3）数学 90 分以上的
同学每天完成 5 道计算题和两道奥数
题，80-90分的同学每天完成 10道计算
题和一道奥数题，80分以下的同学每天
完成15道计算题。（4）自由完成语、数各
一套试卷。（5）完成 10 篇高质量的日记

（每篇不少于400字）。（6）读书小报（3-5
篇）。（7）读书笔记（5-7 篇）。（8）自由读
至少3本课外书籍……

本以为这些作业就够多了，小艺的妈
妈却告诉记者，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
业。英语作业还不包含在里面，语文还要
写生字等，也没有列在这个作业单里。

“娃娃每天必须认真学习四五个小

时，才能把这些寒假作业赶完。”小艺的
妈妈有些无奈地说。据她介绍，不仅寒
假作业多，小艺平时上课期间的作业也
很多。“尤其是考试前，有时候周末两天
时间，老师会发 10 多张试卷让学生做，
还会给学生布置许多生字作业。”

有家长向记者坦言，自己的孩子写字
比较慢，往往要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小艺
写字比较快，往往晚上十点之前就能写
完。不过，小艺的妈妈有点无奈地说：“孩
子以前写字挺好看，后来为了能早点写完
去玩耍或睡觉，写的字比以前差远了。”

榆林市绥德县小学生小涛也因繁
重的作业而“焦头烂额”。每天放学，他
没有多少时间玩耍，而是要乖乖地在家
花费几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令人不安的不仅仅是作业，在神木
县和绥德县等地，许多课外辅导、培训机
构也成为一道“风景线”。这些机构大多
为个人开办，当然也有一些在全国有名
的课外辅导机构。

不止一位家长多次叮嘱小艺的妈妈
要报辅导班，这样课业才不会落下，可小
艺的妈妈拒绝了这份“好意”，“现在娃娃
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我不希望她在

周末还要补课”。
小涛的父母也没有给孩子报课外辅

导班。家境一般的小涛爸爸告诉记者：
“一方面参加辅导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另一方面也想多给小涛快乐玩耍的
时间，毕竟孩子需要一个快乐的童年。”

小艺的妈妈能够理解老师的一片好
心：“老师肯定希望孩子通过多练习、多
实践、多积累来增长知识。”但她也提出，

“不应把这种练习完全集中到考试前或
者假期”，老师可以在平时适当地让学生
多做练习。

家庭作业一直是中小学生课业负
担的重点，这一点不仅仅是在陕西省榆
林市，许多地区都受这一问题的困扰。
其实，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原因，无非是
学校和教师迫于分数排名和升学等压
力，不得不给学生布置大量作业。另
外，一些父母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
是给孩子报各种课外辅导班，挤占孩子
的课余时间。

回想十几年前记者还在上小学时，
寒假作业就是两本练习册，外加几篇作
文，平时在校期间的作业一会儿也就做
完了，当时已经觉得作业太多了。可近
年来，“减负”的政策那么多、呼声那么
高，为何收效甚微，甚至反而演变成了

“增负”呢？看来，“唯分数”的应试教育
观仍然大行其道，要解除这一魔咒，依然
任重道远。

（文中人名皆为化名）

来自基层的“教育之声”

最生动的故事、最真实的声音往往在最基层的地方。寒假里，本报部分记者在回乡期间调研了所在地
的教育状况，在了解到地方教育整体向上发展的同时，也触摸到一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比如关于作业减
负、民办教育新政、打工子弟学校生存现状等，3位记者记录下自己的真实见闻。

城市边缘的“希望之树”
□本报记者 白宏太

新政来了，放弃还是坚守
□本报记者 褚清源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本报记者 崔斌斌

（上接1版）
显然，对教师而言，“县管校聘”的重要

意义就在于通过教师流动，达到“人岗相
适”，唤醒每一位教师的内生动力。

如今，“县管校聘”已经在山东 137 个
县（市、区）全面推开。

“我们同时启动了两项配套改革，编制
管理政策创新，完善中小学教师职称职务
改革。”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介绍。

以编制管理政策改革为例，山东省
规定，年级学生数达不到标准班额的农
村教学点和小规模学校，教师编制可以
按照班级数核定，小学班师比为 1:2.4，初
中班师比为 1:3.7。同时，对承担教学改
革任务或育龄妇女多的学校，可按不超
过 5%的比例适当增加编制。

“我们还设置了编制临时周转账户，也
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教师编制确实不够，
周转账户可以借一些编制给他们用。”省机
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杨红帅处长介绍说。

相应的，在中小学职称职务改革中，一
项让教师们怦然心动的新规定就是提高中
小学中高级岗位设置比例，小学提高 7 个
百分点，中学提高5个百分点，农村学校还
可以在此基础上再上浮1至2个百分点。

“有了这些配套改革，‘县管校聘’改革
才能不打折扣，真正落到实处。”沂南县城
关实验中学校长王江涛深有感触。

几年前，由于几所学校合并，造成沂南
县城关实验中学严重超编，最多时超员76
人。在过去，教师们宁肯在学校做杂工，也
不愿分流到其他学校去。

让王江涛高兴的是，在去年的“县管校

聘”改革中，这个问题得以解决，一大批教
师自愿到小学任教。“原因很简单，经过教
师编制和职称改革，教师在小学发展的机
会更多了！”

让真正优秀的人当教师

2016 年 1 月，山东省教育督导组来到
莒县检查工作。走进地处山区的棋山镇第
四中学，一阵悦耳的琴声吸引了督导组的
专家们。

循声来到一间教室，眼前的一幕让专家
们又惊又喜：一位面带微笑、年轻文静的女
教师正弹着钢琴，给学生们上音乐课。学
生们一边唱歌，一边律动，浑身透着快乐。

仔细询问后，专家们更惊喜了。这位
名叫路炜的女教师，竟然是青岛大学钢琴
专业的研究生。“简直不敢想象，如今山区
的孩子也有研究生学历的艺术教师了。”他
们赞叹道。

原来，路炜家在日照，2015 年通过新
教师招考来到这里。在这所偏僻的山区
学校，尽管生活多有不便，但学校的重
视、孩子们的喜爱，让路炜找到了初为人
师的幸福。

近年来，在山东各地，得益于教师招聘
工作的制度创新，一大批像路炜这样有志

从教的高学历、高素质专业人才进入中小
学教师队伍。

2015年10月，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出台新政。厅长韩金峰表示，在坚
持事业单位公开招考制度的基础上，中小
学教师可单独招聘。

这无疑是为教育系统打开了“绿色通
道”。过去，教师招聘由人社部门统一进
行，程序烦琐、流程长，教育局和学校没有
用人自主权，往往很难招到理想的人才。
如今，程序被简化了，教育部门编制了用人
计划，报人社部门审批后，学校就可以自主
进行教师招聘。

2015 年 12 月，山东省推出《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教师
招聘有了更为灵活的规定：教师既可统一
招聘、统一分配，也可按学校组织招聘，同
时鼓励探索先面试、后笔试等多种方式。

办法一出，基层校长纷纷点赞。“根据
不同学科特点，通过先面试、后笔试等方
式，有利于学校招聘到心仪的、急需的师
资。”特级教师、烟台市芝罘区姜家小学校
长杨建维认为。

“2016年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终于通
过招考成了正式教师。”年轻教师杜永芬一
脸幸福地对记者说。让她印象最深刻的是
招考程序的规范、快捷、公正。“从发布通知、

报名、笔试、面试到公示、录用，整个过程仅
用了一个多月。”每一道程序结束，立刻公布
结果，这也让她觉得很踏实。如今的她是莒
县一所农村中学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尽管
工作很辛苦，但凭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机
会，她既觉充实，又很珍惜。

“对于短缺专业教师或高层次人才，招
聘程序更便捷。像音体美学科教师，在招
聘时会加大面试和专业测试权重。”莒县教
育局局长油文玉说。

“我就是这一措施的受益者。”文心高
中体育教师单洪飞笑称。此前，他多次参
加各地教师招考，都栽在笔试成绩上。“我
报的是体育教师，笔试再好，专业不行有啥
用？”单洪飞挺委屈。而这次招考，莒县教
育局更看重专业技能，单洪飞在专业测试
中名列第一，顺利脱颖而出。

这样的教师招聘改革有一个鲜明的倾
向，是通过不拘一格的选才方式，让更多优
秀的人当教师。

与这一理念契合的还有，如今改革者
的目光也开始投向“未来教师”。

2016年6月，山东省教育厅宣布，启动
本年度免费师范生招生计划，面向全省招
收3000人。

这是山东省属高校首次实行师范生免
费教育。免费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不仅免
除学费、住宿费，享受每年 4000 元生活补
助，还将接受全新的免费师范生培养模式。

“为他们预留编制、岗位，毕业后直接
安排到学科教师紧缺的农村学校任教。”张
志勇介绍，“按照培养协议，他们至少要在
农村学校工作6年。”

在张志勇心里，还有一个伟大的梦想
——“恢复师范教育的精英传统”。

“我是 1981 年上的曲阜师范学院（作
者注：今曲阜师范大学），当年的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是 2.6%。”张志勇沉入回忆，“可
以说，那时候的师范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的
范畴。”

也因此，在张志勇看来，倡导免费师范
教育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我们希望通过公
共政策撬动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吸引优
秀的学生就读师范专业，培养他们成为未
来的教师。”

从实施效果看，这个政策效应已初步
显现。2016年，山东省免费师范生报名人
数 21000 人 ，录取比例 1:7，招生算得上
火爆。

“去年我校共招收免费师范生493人，
录取成绩全部在一本线以上，而且大大超
出一本线。”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焕斌高
兴地说。

来自山东即墨的周响响，去年以 639
分的高分自愿选报免费师范生，如今就读
于山东师范大学物理系。谈及自己的选
择，这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心怀感恩：“我觉
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教师是我最喜欢的职
业。我毕业后要到农村去，做一个让学生
喜欢的老师。”

与周响响一样，对于未来，对于教师职
业，免费师范生们都心怀欣喜，一段值得期
待的职业生涯正在他们脚下伸展。

在这个孔孟之乡，在这片改革热土上，
在这些未来教师身上，记者分明感觉到，一
份更为悠远的传统与使命也在传承……

唤 醒 教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