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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政要挣脱
“全供给”状态

█曾晓东

“三点半后，孩子去哪儿？”当前，为破解小学生
放学后托管难题， 许多大城市正在不断采取措施。
以北京市为例，日前有媒体报道，今年北京市将投
入5亿元， 引入社会力量为学生放学后开展课外活
动。 市财政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在校生人数，以
城区生均每年400元，远郊区县生均每年500元的标
准将经费拨至各区县，由区县统筹安排使用。

钱拨下去了，问题是不是就能彻底解决了呢？
也有媒体报道，目前北京市已启动“三点半至五点
免费课外兴趣班计划”的部分中小学，课外班辅导
教师基本仍由本校教师无偿担任。记者调查发现，
经费不够用、 社会机构相关教师资源不足是出现
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对此，很多教师表示，在正
常教学、管理工作之余，再“义务”辅导课外班，实
在有些“吃不消”。

学生放学后去哪儿， 学校没法管或管得很吃
力， 政府手伸得再长也很难真正理顺———表面上
看是钱的问题、资源的问题，实际上却反映了一个
内在规律：随着公立教育体系的规范程度加强，公
立教育在加强教育机会平等的同时， 适应多种教
育需求的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 要解决这一
问题， 需要非公教育体系与公立教育体系相互配
合、相互补充，以保证整个教育体系的良性运转。

怎么才能使非公教育体系与公共教育体系相
互配合呢？深化改革，建立适应非公教育体系成长
的制度环境必不可少。

一直以来， 我国非公教育领域的发展主要依
赖市场力量， 这就造成民办教育中真正的非营利
机构非常缺乏， 这与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应占非公
教育领域主导地位的规律很不一致。对此，公共资
金可以首先考虑进入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支持其
部分办学支出，或者为其建立相应的成长基金，以
获得对其在组织、程序、标准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的
管制权。

购买服务， 也是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领域
的可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资金不必和机构
运行捆绑在一起，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可以按照需
要的时机、数量、类型购买。当前，为家庭收入低于
某一标准的学生， 向有资质的普惠性非公教育机
构购买服务，应当成为购买服务的发展方向之一。

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 还可以靠监测
与监管支出。以往，政府对公立教育机构的质量监
管多通过内部督导和评估来完成， 其实施前提是
机构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和干部任命制度。但是，这
种监管方式不适应非公教育机构， 导致政府多年
来找不到合适的方式监管非公教育机构。 如果政
府能够通过第三方专业组织， 以协商的方式建立
稳定的教育质量监测和监管标准， 实际上就建立
了全覆盖的、专业性的教育监测与监管制度。

公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的途径非常复
杂、多样，但更加复杂的是监管，这也是许多人对
此持保留态度的主要原因。 监管需要一套完整的
制度作为条件， 教育部门也需要提供一些基础性
的标准。采用经费使用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是引
入社会化监管、避免腐败的关键，也是政府对非公
教育机构进行管制的重要手段。 如果能够提高公
共资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的监管水平， 就意味着
以法治替代行政进行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 对改
善公共教育机构的管理水平也有裨益。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的中产
阶层规模不断扩大， 新兴阶层对社会服务及教育
的多样化需求日益突出。 我们对这些社会变化给
社会管理带来挑战的认识， 不能总停留在治安管
理、产业规划的层次上。 当前，教育政策有必要从
完全的供给导向中跳出来， 关注社会教育需求的
变化。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往往是多目标的，
用一个体系适应多个目标，体系、政府都会力不从
心。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多样化教育体系，公共资
金进入非公教育机构不仅是前提，也是保障。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廖新波
广东省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副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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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 陕西省西安市等3地市的3所幼儿园乱
给孩子喂药事件被媒体相继爆出。 此类事件， 不仅伤害了幼
儿的身心健康， 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对学校的不信
任。 许多评论认为， 对此次事件的处理和今后对未成年人的

保护， 治标更须治本。 而治本， 除了加强监管， 更要对国人的
用药观乃至科学素养进行反思， 从源头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
生。 为此， 我们专访了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廖
新波。

用药是件严肃的事
滥用药反映科学素养缺失

记者： 您在幼儿园给孩子乱喂
药事件发生后曾发表博文指出， 当
前大多数报道与评论都集中从“良
知” 与“趋利” 角度， 谴责相关责
任人“无良”、 “黑心”， 却很少从
科学素养的角度去发掘其中更深层
次的问题。 那么， 您能否从科学素
养角度来具体阐述一下这“更深层
次的问题”？

廖新波： 乱给孩子喂药的幼儿
园， 相关责任人不管最后得到怎样
的法律惩处， 都是罪有应得。 在这
里，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 很多时候，
大家往往容易聚焦事实层面的问题，
而忽略观念层面的问题， 比如幼儿
园在没有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
长期给孩子喂药， 属于违法行为。
那么， 在家长“同意” 的前提下，
幼儿园主动给孩子喂药就是对的，
就不违法了吗？

我们作个假设： 假如幼儿园老
师问家长： “春秋季节为了防止孩
子感冒， 我们准备给孩子服用‘病
毒灵’， 您同意吗？” 根据我目前了
解的情况， 只怕不少家长真会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国社会群体中缺乏
医药卫生常识的人占了很大比重。
而缺乏常识会有很多种表现， 有时
候甚至表现得极为矛盾， 比如有人
讳疾忌医， 有人则乱吃药……习惯
性滥用药物的家长不可能对药物的
使用保持警醒， 更是难以避免自己
或孩子滥用药物。

事实上， 用药是一件非常严肃
的事情。 尤其在幼儿园、 中小学校，
管理者、 教师包括医务室工作人员，
都没有权力主动让孩子服药。 即使
家长要求给孩子服药， 也应该有医
生的处方， 教师凭处方按时给药。
至于预防药， 更必须按照预防免疫
政策的要求， 由医生和卫生人员来
执行。

然而， 滥用药物的观念一旦盘
踞在脑海中就很难消除。 在种种复
杂因素的作用下， 滥用药物的人对
用药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迷
信”， 生病时吃某种药、 吃多少药，
由自己拿主意。 他们不知道滥用药
物有害， 甚至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
在滥用药物。 当前， 一些医院出现

“医生不给打吊针就打医生” 的极端
情况， 就是滥用药物观念作祟的最
直观佐证。

另外， 在滥用药物观念的指引
下， 还不乏有人妄图借吃药来防病。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在病人被
疑患禽流感时， 有一种药越早使用
越有效。 最近， 一位药界人士告诉
我： 这种药销量大增。 我大吃一惊：
禽流感并没有流行呀， 为什么药会
这么畅销？ 大家买这药是为了预防
使用， 还是囤积备用？

其实，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真不
少见———“据传 ” 盐可以防辐射 ，
大家都去抢盐； “据传 ” 某种药
可以预防禽流感 ， 大家又都去抢
购 ； “据传 ” 抗生素可以预防禽
畜水产传染病 ， 养殖场就在饲料
里广泛投放抗生素……幼儿园给孩
子乱喂药的做法， 不正与此种种
如出一辙吗？

民众“抗生素迷信” 亟待打破

记者： 不管是接受媒体采访时，
还是在撰写的科普文章中， 您都表示
过对当前我国民众滥用药物现象的痛
心。 那么， 滥用药物到底会造成怎样
的危害？ 滥用药物的观念又是如何形
成的呢？

廖新波： 滥用药物在我国已渐成
普遍现象。 我举一个最突出的例
子———抗生素。 普通感冒， 通常由细
菌或病毒引起。 由细菌引起的， 可以
按照引发症状的不同菌种使用不同的
抗生素； 而病毒引起的则没有特效
药， 发展到后期合并细菌感染时， 才
需要在医生的允许下配合使用合适的
抗生素。 如果是滥用药物的人， 他感
冒了会怎样？ 有的不由分说是药就
吃； 有的觉得自己的病是病毒引起
的， 然后就吃抗病毒的药； 更多的人
是有点感冒症状就直接吃抗生素， 而
且不分种类， 什么抗生素都吃———既
不了解又非常迷信， 有时候甚至认为
抗生素是万能的！

通过幼儿园给孩子乱喂药事件的
曝光， 大家慢慢知道， 像“病毒灵”
这样抗病毒的药吃多了会对孩子的健
康造成损害。 而对于滥用抗生素的危
害， 大家只怕还重视得不够。 滥用抗
生素主要有四大危害： 一是过敏反
应， 严重时可能致命； 二是二重感
染， 当用抗菌药物抑制或杀死敏感的
细菌后， 有些不敏感的细菌或霉菌却
继续生长繁殖， 造成新的感染； 三是
毒副作用很可能损伤神经系统、 肾脏
和血液系统； 四是造成耐药和引发

“超级细菌”。
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

是抗生素生产和使用大国， 人均年消
费量为138克左右， 而美国仅为13克。
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集的

药物不良反应报告病例中， 因抗生素滥
用引发的病例占近一半， 其数量和严重
程度排各类药品之首。 我国每年有19.2
万人死于药品不良反应， 其中抗生素造
成的占2/3以上。 今年全国两会上已经
有人大代表指出： “中国已是抗生素滥
用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现实让人非常
无奈。

民众滥用药物的观念之所以很难消
除， 与业内人士脱不开干系。 许多医疗
卫生从业者将抗生素当作一般的预防用
药， 而不是手术的预防用药。 在一些国
家， 抗生素的使用如同购买枪支弹药般
严格， 而我国虽然有条例规定必须凭医
生处方购买抗生素， 可事实上很多地方
都可以随意买到。 医生开抗生素的随意
性也很大， 尤其在基层医疗机构和一些
没有服务能力的地方， “打吊针”、 开
抗生素已成为主要收入来源。 目前， 我
国医院的医疗技术收入与药品收入比率
几乎持平， 成为世界药品占比最高的地
区， 药品的滥用已经为世界诟病。

为孩子全面拉起安全防线

记者： 许多评论都说， 幼儿园给
孩子乱喂药事件的发生折射有关部门
监管不力。 但滥用药物本身往往是个
体主观化的行为， 有时甚至很难意识
到。 比如该类事件发生后， 人们才恍
然大悟， 原来有的幼儿园给孩子吃板
蓝根预防感冒， 或给早晨入园的孩子
喷利巴韦林溶液防病毒， 这些“习以
为常” 的做法都是违法的。 那么， 怎
样才能为孩子全面拉起安全的防线，
真正防患于未然呢？

廖新波： 幼儿园乱给孩子吃药、 喷
药， 必须靠严格监管来杜绝， 教育部门
和卫生管理部门有责任为孩子拉起安全
的防线。

虽然学校不知道哪一种药有什么副
作用， 但要懂得药品管理办法， 要明白

什么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要时刻谨记
学校是没有权力给孩子喂药的。

我们以前对卫生部门的监管更多
地理解为被动监管， 因为学校卫生很
多时候是由教育部门负责的。 幼儿园
给孩子乱喂药事件发生后， 我要求我
管的医政处、 监管处立刻与教育部门
联系， 主动加强对幼儿园和中小学校
的卫生监督。

这里我还想说一句话， 也许家长们
不爱听，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屁股决定
脑袋”， 但我还是要说： 就事论事， 家长
也应该负起责任来。 孩子回家之后， 家
长除了注意孩子的饮食起居外， 最好还
要再问一下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多与孩
子交流， 这不仅是侦查孩子“异常” 的
途径， 也是感情交流的好办法。

这两天还有家长这样问我： 给孩子
吃药防病需要注意什么？ 我说， 要注意
的是没事不要吃药！ 有条件的或具备相
当健康知识的家长还可以告诉孩子什么
是药， 药不是食品， 药是有病才可以吃
的。 家长多一些医学知识和育儿经验绝
对有好处。

家庭是这个社会最小的单位。 我们
知道， 在许许多多家庭， 家庭成员常常
未经医生开处方， 擅自服用或给孩子服
用处方药尤其是抗生素， 至于滥用非处
方药的情况更是多不胜数。 这样的人，
到了社会上， 会不会就是乱卖抗生素的
药店老板、 乱开抗生素的医生、 乱给孩
子吃药的教师或家长呢？

幼儿园给孩子乱喂药事件给我们上
了惨痛的一课， 不只是法制教育与道德
教育课， 更是医疗卫生教育课。 要杜绝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必须从根本上提升
公民整体的科学素养， 尤其是加强医药
卫生方面的常识教育。 这不仅仅是针对
学校和教师而言， 更是所有人都应该引
起重视的。 合理使用药物， 不仅是医护
工作者的职责， 也是国民的基本素质。

（本报记者 张滢访谈、 整理）

CFP供图

联系人：孙老师 刘老师 联系电话：0898-83311684 电子邮箱：mdfzhn@163.com 学校网址：www.mdfzhn.com

中央民大附中海南分校是中央民
大附中与海南省陵水县政府部门采取
“协议管理、整体委托、自主办学”的模
式，按照省一级学校的标准，联合创办
的一所高标准、实验性、示范性公立完
全中学。

学校地理位置， 与全球顶尖度假
胜地夏威夷、 巴厘岛等处于同一纬度，
全年气候温暖， 四季如春。 海南省国
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坐落于此。 校园
占地面积200亩， 总投资近4亿元人民
币， 拥有科技馆、 游泳池等先进的教
育教学设施。 学校校长由中央民大附
中副校长兼任， 教师团队由中央民大

附中派出的北京市优秀教师， 内地高薪
引进的骨干教师， 全国各重点大学录用
的优秀毕业生组成 。 学校采取独特的
“2+1” 培养模式， 即每年选拔不少于40
名优秀学生， 2年在海南分校就读， 1年在
北京中央民大附中交流学习。 民大附中
先进的办学理念、 高效的管理机制， 海
南分校优秀的教师团队、 优美的校园环
境， 使学校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招聘岗位及应聘条件请详见中央民
大附中海南分校www.mdfzhn.com； 中央
民大附中www.mdfz.com.cn； 中国教师
人才网www.jiaoshi.com.cn等网站。

符合条件者通过电子邮件报名 ， 并

提交以下材料： 报名表 (从海南分校等网
站下载)， 个人简历， 身份证、 学历学位
证书、 教师资格证书、 普通话合格证书、
各种奖励证书等电子件一份。 邮件名称
请注明： 姓名+毕业学校+学科+应聘岗位
（如高中骨干等）。 通过审核人员参加考
核、 面试， 时间另行通知。

待遇条件：1.受聘录用者，即办理录用
（调入）手续，给予国家事业编制；2.工资待
遇：（1）副校长年薪15万元左右，骨干教师：
高级教师年薪14万元左右、 中级教师年薪
12万元左右，（2）大学毕业生： 年薪6万元
左右； 3.提供教师周转房， 享受当地政府
部门提供的1套经济适用房 （限价房）。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南分校
2014年教师招聘公告

2014年11月， 浙江树人大学将迎来建校30周年华诞。 浙江树
人大学由浙江省政协创办于1984年， 是全国最早获教育部门批准
的四所全日制民办普通高校之一。 2000年， 浙江省政府部门批准
学校与原浙江省电子工业学校、 浙江省轻工业学校、 浙江省对外
经济贸易学校联合组建成立新的浙江树人大学； 2001年， 原浙江
勘察工程学校并入。 2003年， 学校升格为本科院校。

三十载励精图治， 三十载薪火相传。 建校以来， 学校始终秉
承 “崇德重智、 树人为本” 的宗旨， 坚持公益性办学， 历经几代
树大人努力拼搏， 已初步发展成为一所综合实力在全国民办高校
中处于一流、 部分学科和研究领域在全国高校中有重要影响的教
学服务型大学。 学校迄今已为国家培养了6万余名经济社会发展
急需的人才。 本着 “隆重热烈、 简朴务实” 的原则， 学校将于

2014年11月举办建校30周年庆祝活动， 回顾办学历程， 展示办学
成就， 凝聚校友感情， 共绘发展蓝图。 我们热忱欢迎关心、 支持
学校发展的各界朋友莅临指导， 诚挚期盼海内外校友欢聚母校，
共襄盛会！

三十载栉风沐雨， 三十载桃李芬芳。 在此， 我们真诚希望所
有在浙江树人大学和原浙江省电子工业学校、 浙江省轻工业学
校、 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学校和浙江勘察工程学校工作、 学习过
的校友， 将您多年来取得的成就以各种形式告知母校， 这是您对
母校最好的礼物。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浙江树人大学
2014年3月26日

浙江树人大学3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树人路8号 办公室电话： 0571—88297011 校友会电话： 0571—88298522
邮政编码： 310015 传真： 0571—88297012 联系人： 洪老师 陆老师
学校网址： http://www.zjsru.edu.cn 电子信箱： zjsru@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