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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 外国人在华
任教， 需要持有“外国专家
证” 等资质证明； 聘请外教
的机构， 也需要具有相关资
质。 然而， 现实中， 一些培
训机构没有遵循外教招聘的
合法程序， 甚至没有资质的
机构招来没有资质的外教。
这种现象导致外教队伍鱼龙
混杂， 教学管理混乱， 教学
质量堪忧。 面临这一监管难
题， 不仅要出台可操作的规
定， 还需要各部门联手监管、
综合治理。

外教“凭脸通行”到几时
▉本报记者 高毅哲

至少在北京， 只要是金发碧眼的“洋
人”， 便可以在各类培训机构和教育市场
中吃上“外教” 这碗饭， 这样的日子或许
马上就要到头了。 这是目前北京教育培训
界热议的话题。

近日， 北京市发布通知， 要求语言类
的外教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或者语言教学
资格证。 消息传出， 引起广泛关注。 相关
专家人士分析， 此规定有利于整肃目前培
训机构聘请外教的不规范局面， 那些聘请
“黑外教” 的机构将难以维继、 面临调整。

以北京为代表的全国外教市场， 秩序
究竟如何？ 对外教的管理， 又卡在何处？
建立严肃规范的外教用人机制， 又要做出
哪些努力？ 本报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这张脸就是最大的本钱”

“在如今的外教市场， 只要长着一张
老外的脸， 就能很容易地在培训机构谋个
工作。” 曾在北京一家语言培训机构长期
任职的黄先生告诉记者。

事情果然如黄先生所说的那般容易
吗？ 经黄先生介绍， 在北京语言大学读书
的20岁英国小伙Maros答应以应聘者的身
份， 和记者一起体验一下在北京教育培训
机构的“求职” 历程。

此前 ， 不论是在英国 还 是 中 国 ，
Maros都没有任何教学经历， 更没有任何
教师资格证书。 在自己的简历中， Maros
一五一十地写上了这一点。 随后， 通过招
聘网站， Maros向6家培训机构发去了简历。
不到一天， 6家机构都有了反馈， 都提出让
Maros面试， Maros挑选了两家机构前去面
试。

Maros和记者首先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一
家培训机构。 面试时， Maros明确表示：
“我没有任何资格证， 来中国是为了学汉语，
没有从事过英语教学工作。” 该机构的面试
人员听了之后没有提出疑问 ， 而是告诉
Maros“这些都没有关系”， “你只要带过
一两个中国学生， 熟悉了就知道怎么教了”。
在Maros一再强调自己没有经验， 并对学生
可能会挑剔自己感到担心时， 该机构工作人
员表示， 没有教学经验的人可以先试用， 试
用期工资较低 ， 在 1000—2000元之间 ，
“刚入职工资低， 就算你交给我们上岗培训
费了。 等你轻车熟路以后， 几天就能把钱赚
回来”。 Maros就这样被该培训机构录取了。

在另一家培训机构， 经过大同小异的面
试， Maros同样获得了入职许可。 黄先生对
感到不可思议的Maros说： “这张脸就是你
最大的本钱。”

黄先生说， 如今培训机构对外教的需求
量是井喷的， 除去Maros这样自己找上门来
的“自谋职业者”， 培训机构还会通过登录
一些外国人活跃度高的交流网站去寻找“洋
老师”。 “不过， 这样时间成本较高。 虽说
培训机构对外国人是否具有教师资格不太关
注， 但还是希望能找到人品比较靠谱的老
外。 尤其是2013年英国外教罗宾森的事情
曝光以后， 培训机构对这方面的注意力有所
加强。” 黄先生说。

英国外教罗宾森有8年在中国的经历，
曾在北京某国际学校当了3年外籍教师。
2013年， 英国BBC曝光该国警方正在通缉
一名涉嫌传播淫秽儿童照片和性侵儿童的逃
犯尼尔·罗宾森， 正是此人。 此事在当时引
起轩然大波， 使公众对外教市场的规范产生
强烈质疑。

然而，目前看来，或许一些培训机构对外
国人的“前科”会有所防范，但在教师资格这
一问题上，还基本处于“装糊涂”的状态。

黄先生说， 为了降低成本， 更多的外国
人或者培训机构会寻求中介的“帮助”。 对
双方来说， 中介都会起到一个“过滤” 作
用。 “培训机构有可能被老外骗， 而老外其
实也有可能被培训机构骗。 不给老外按时结
算工资的事情比比皆是。” 黄先生说。

黄先生曾经多次和这种中介打交道。 多
数情况下， 中介会把有求职需求的外国人的
一些基本资料转给培训机构。 这些资料包括
外国人在中国的求学证明、 工作经历证明
等。 不过， 这并非是培训机构要挑选有教学
经验的外教， 而仅仅是考虑到， 正在中国读
书的外国人一般不会有将来让培训机构惹上
麻烦的特殊情况。

“这些资料很宽泛， 并不专业， 对我们
来说， 更多是起到了一种心理上认为求职者
靠谱的作用。” 黄先生说， 他们会据此通知
求职者来面试。 基本上， 这就是很多培训机
构聘请外教时唯一的“把关” 程序。

没有资质的不仅是外教

那么， 国家有关部门对聘请外教又有何
规定呢？

对一个合法的外教来说， 如果要想来华
教书， 首先需要打算聘请他的教育机构向所
在地外国专家局申请办理聘请外籍教师来华
工作手续。

我国驻外使领馆依据外专局签发的工作
许可， 按规定审查相关资料后发放入境签

证。 外籍教师入境后30日内， 聘用单位应
到外专局为外籍教师办理“外国专家证”，
并到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办理居留手续。 此
外， 申请来华的外籍教师应遵守中国法律法
规， 身体健康， 无犯罪记录。

很显然， 一些培训机构根本没有走这样
一套程序， 而是自作主张地把外国人聘做了
老师。 这样一来， 外教的“注水”， 从初始
的招聘程序既已开始。

在调查中， 记者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
象： 一些公众对外国人在华从事教育工作应
当具有资质还略有所知， 但聘用外教的机构
也应具有资质， 这一点却很少有人注意到。

根据有关规定， 要招聘外教， 培训机构
必须具备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 并取
得 《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 同
时， 培训机构须正常运行一年以上， 没有出
现大差错， 有一定资金保障， 外国专家管理
制度和外事人员工作制度健全， 设有专门外
事负责机构。 中等以下的教育机构， 需到市
一级的外专局申请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
可证书， 并由省外专局批复。

然而在现实中， 绝大多数培训机构尚不
具备这样的资质， 就已招兵买马， 做起了外
教生意。

河南省外国专家局2013年披露的数据
显示， 全省一共有194个中等以下教育机构
具备聘请外国专家资格，其中包括中小学、幼
儿园等，培训机构只是其中一部分。据当地媒
体调查显示， 超过六成网友不会询问培训机
构是否有聘请外教的资质， 而对于授课的外
教，超过八成网友表示不会询问其教学资质。

据媒体报道， 广州当地媒体记者近期走
访了广州市内20多家外语培训机构等， 这
些培训机构的相关人员几乎都表示“有外教
进行英语教学， 并且他们的外教都是通过正
规机构聘请的， 都具有教师资格证， 拥有多
年教育工作经验”。

但当地媒体披露， 在广州市外国专家局
公示的广州市属有资格聘请外教单位的名单
中， 全市有资格的单位只有57家， 其中培
训机构只有18家、 幼儿园9家。 换句话说，
广州目前的近2000家幼儿园、 百余家工商
在册登记的外语培训机构中， 大多数并不具
备聘请外教的资格。

在北京， 根据北京市外国专家局官方网
站公布的数据， 北京目前共有500多家具有
聘请外教资质的学校、 文教单位及教育培训
机构， 其中中等以下教育培训机构有370多
家， 其中大约有200多家为私立学校或培训
机构。 而据北京民教信息科学研究院的不完
全统计， 北京教育培训机构的总数最少达到
7000家以上。

Maros面试的两家机构并不在北京市外
国专家局公布的资质名单上。 在面试过程
中， Maros曾向两家培训机构提出要看一下
他们聘请外教的资质证书， 其中一家表示负
责人不在无法出具， 而另一家则很直白地对
Maros说： “你不太了解这一行的做法。 我
可以说， 90%的机构都没有资质， 但大家都
是这么做的， 你不用为这个担心。”

研究者表示， 不具资质的机构招来不具
资质的外教， 造成的后果就是外教市场鱼龙
混杂， 质量参差不齐。 而这一切， 都由消费
者最终埋单。

外教教学质量亟待改善

来自新西兰的Annie在北京一所培训学
校从事外教工作。 不论是机构还是她个人，
都具有合法资质。 不过， Annie经常开玩笑
说， 自己还不如不要这个合法资格。

“对我们的资质， 政府每年都要进行检

查。 每次我都要准备一堆材料， 很麻烦的。”
Annie说， “我认识的一些没有资质的朋
友， 就没有这些麻烦事， 而且该挣的钱一点
没少挣， 有时候比我挣的还多。”

Annie介绍， 她的两个朋友在一家培训
机构做兼职， 俩人每月收入总计能达到4万
元。 “他们本打算在中国旅游， 现在则一门
心思攒钱， 每天都上课。 而我在学校还有一
些事务性工作， 不能每天都上课。”

Annie说， 等钱攒够了， 两个朋友肯定
会离职不干， 因为他们本来对教书也没什么
兴趣。 事实上， 流动率高一直是不规范的外
教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

北京家长刘女士对此有着切身体会。 近
一年来， 刘女士每周都有两天送孩子去培训
机构上外教的课。 刘女士发现， 一年时间，
同一门课程， 外教换了三拨。 这让刘女士很
担心： “这么换来换去， 孩子能适应吗？ 老
师又能教好孩子吗？”

有一次， 刘女士在下课后拦住外教，
问： “我家孩子叫XXX， 他表现怎么样？”
没想到， 外教竟一脸茫然， 尴尬地问： “哪
个是你家孩子？”

这让刘女士很气愤： “我给孩子报的是
小班， 一共才10个人。 他连我儿子的名字
都记不住。” 刘女士把情况反映到学校办公
室， 工作人员表示， 外国人记中国人的名字
比较困难， 会把刘女士的意见告诉外教。 刘
女士对此很无奈： “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而且我不懂英语， 有时候过来看看， 也只是

看外教有没有管我的孩子。 至于他教的怎么
样， 我一点都看不出来。”

此外， 有些外教既没有责任心， 也没有
教学技能。 Annie曾见过有的外教光靠给学
生放美剧就能糊弄过去一两节课， 仅仅套以
培养语感、 学习美国日常用语等理由。

在北京林业大学就读的大二学生王子倩
报了一家培训机构的口语班。 她所在的班级
有30人， 由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师进行授课，
主要进行英语听说训练。 几个月下来， 王子
倩感觉外教和本校的中国老师水平相差并不
太大。 “老外上课活泼点， 知识面比较宽。
不过和中国老师比， 我觉得学习效果差别不
大。 中国老师讲课比较系统， 对学生掌握知
识点很有帮助。” 王子倩总结道。

黄先生表示， 正是由于培训机构把关不
严， 导致包括退休者、 大学在读生、 到中国
来旅游度假的短暂居留人员、 来华探亲访友
人员等都涌入了外教队伍。 这些人往往没有
经过培训， 只要达成口头协议就来上课、 收
钱。 至于学员口碑如何、 效果怎样， 他们并
不关心。 很多外籍教师没有教授英语的经
验， 一旦找到新的工作马上走人。 “绝大多
数外教没教学方法、 责任心不强， 也没有形
成系统化的教学体系。 我就见过有的孩子年
纪尚小， 却学会了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英
语。” 黄先生说。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8月份通过问
卷网对2079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7.1%
的受访者认为大学外教课教学目的不明、 内
容空洞； 30.3%的受访者认为外教教学态度
不负责； 51.7%的受访者希望学校对外教设
立明确的教学效果评价标准。

励步国际儿童教育外事部经理张文静
说， 要真正使外教队伍发挥应有作用， 一定
要在招聘环节下功夫。

“我们只招聘来自英美澳加等英语母语
国家的外教， 除了本科以上学历、 具有海外
工作经验之外， 励步还会考察应聘者是否喜
欢孩子、 是否热衷从事少儿英语教师工作。”
张文静说， “我们招聘外教需要进行三次面
试， 有些应聘者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放弃
了， 因为有的机构可能只需要一次面试。”

张文静表示， 他们会通过和外教的接
触， 看他是否积极主动申请职位， 如果应聘
者对这份工作表现得很随意， 他们也不会考
虑。 “如果市场上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外
教队伍水平会高很多。 但是这太难了。”

监管难题如何突破

伴随着规范外教市场的话题再次成为焦
点， 对这一话题的思考与讨论越来越多。

“外教热” 何以高烧不退？ 监管难点又
在哪呢？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杨灿坤认为， 公众对
外籍教师的盲目信任， 对外国人凭借一张洋
面孔便在教育市场被奉为座上宾的现象起到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部分家长或者白领
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认可那些母语是英语的非
有色人种， 而他们正是对外教有需求的主力
人群， 这必然使培训机构绞尽脑汁储备外教
资源。”

国家外国专家局教科文卫专家司司长夏
兵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外教出现问题
的一个很大原因是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目前， 我国市场上对外教的需求大约有10
万人次， 但是在我们的管理系统中， 持外国
专家证的文教类专家只有3万多人， 缺口很
大。”

巨大的需求推动着一些培训机构对标准
和程序视若无物。 黄先生告诉记者， 即便那
些有合法资质的机构， 有时也会因为符合资

质的外教招不够， 去招一些不符合资质的
人。 “有些外教用的是旅游或者商务签证，
还有的用的是挂靠在其他单位的工作签证。
一些中介公司会向学校、 机构推介这些外
教， 并帮忙办理好相关手续。”

北京浩悦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方认为， 对
此类行为的处罚力度过低， 也是重要原因。

根据 《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
则》 的规定， 未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私自谋
职的外国人， 在终止其任职或者就业的同
时， 可以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
的， 并处限期出境。 对私自雇用外国人的单
位和个人， 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 可以
处5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的罚款， 并责
令其承担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遣送费
用。

“在我国的一二线城市， 月收入过万的
外教比比皆是。 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 这
点钱可谓九牛一毛。” 魏方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外教市场较为混
乱， 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没有形成有效
监管。

北京市这次出台的新规规定， 自10月
31日起， 新申请办理工作许可和工作证件
的外籍教师， 在学前幼教机构、 中小学、 国
际学校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事教育
教学工作的， 应当持有所在国颁发的教师资
格证书； 从事语言教学的， 如未持有所在国
颁发的教师资格证书， 应当取得国际通行的
语言教学资格证书。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这些要求是本次新
规的一大亮点， “意味着外教市场要从无序
向有序转变”。

但忧虑也显而易见。 “规定是一回事，
如何监管才是关键。” 一名业内人士说。

这种忧虑来自于略感“冰冷” 的现实。
事实上， 现有政策框架虽然尚难言健全， 但
其中也不乏对外教的约束。 不过如前所述，
这些约束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有关外籍教师资质方面的情况， 教育局并
不掌握， 在这一问题上， 教育部门显得很
是尴尬。 “国家明文规定此事项归外国专
家局管。 如果发现外教没有资质要进行投
诉， 属于外国人非法就业， 也应该投诉到
外专局。”

然而记者询问河南、 北京两地的外国专
家局时， 工作人员均表示他们日常只针对有
资质的机构以及个人进行检查。 “对培训机
构的 《聘请外国专家单位资格认可证书》，
那肯定是一年一检的， 而且要严格检查他们
聘请外教的情况。 但是对那些没有资质的机
构和外教， 我们实在无法顾及， 因为数量太
多了。” 北京市外国专家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说。

不过记者了解到， 就算外国专家局掌握
了非法外教的信息， 也无权处置。 他们的选
择也只能是“报警”。 “我们没有执法权，
只有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可以对此进行处
置。” 河南省外国专家局的工作人员说。

魏方表示， 根据现有规定， 外国工作人
员资格证的行政许可权已经明确归属给了外
国专家局，但用人都是在教育、科技等各个具
体的部门与机构。 相关部门之间没有有效的
沟通或联合行动机制， 更没有部门牵头去做
工作。 魏方建议，政府应该把行政许可权、行
业管理权、 违法制裁权及制裁措施分别加以
规定，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协作机制，从源头上
杜绝无资格从业人员非法从业的现象。

“如果一时出台不了这样的细则， 那么
就应该进行不定期的专项治理活动， 由一个
部门牵头， 由外专局、 教育、 工商、 公安等
部门联合行动进行清理。” 魏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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