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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盾） 教育部
副部长刘利民日前在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表示， 截至2014年底，
全国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比例
保持在80%， 下一步， 随迁子女将
全部纳入城镇义务教育。

刘利民说， 前不久国务院农民
工领导小组督查六省区的结果表
明， 各地政府都有效地保障了随迁
子女的义务教育权利。 坚持“两为
主”、 完善“两纳入” 解决农民工
随迁子女入学问题， 即以流入地政
府为主、 以公办学校为主， 同时将
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
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
围。 中央财政以奖补资金的方式，
对各地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工作予以奖励性支持，
2008年至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
入资金340.51亿元。

刘利民还介绍了对保障随迁子
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新部署、 新要
求。 一是不断提高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保障水平。 全面实行按随迁
子女实有人数足额拨付教育经费，
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公共教育资
源。 增强公办中小学接纳能力， 体
现以公办学校为主。 在超大城市和
义务教育资源承载力短缺的特大城
市， 进一步推动流入地政府出资购
买民办学校学额。 二是继续消除随
迁子女就学障碍。 流入地教育行政
部门和公办中小学要制定或主动公
开相关政策， 明确随迁子女招生计
划、 手续、 时间等， 简化就读手
续， 规范入学程序。 同时， 允许一
些特大城市根据国家总体精神， 实
事求是地安排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
阶段随迁子女入学。 逐步实现免试
就近入学和对口直升。 三是加强随
迁子女学籍管理。 四是进一步扩大
城镇义务教育容量， 将随迁子女义
务教育全纳入。

“时间去哪儿了”， 一个略带调侃又颇具深意
的流行语， 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 从教师日
常工作的“账单” 中， 我们能读出什么？ 是什么
吞噬了教师的时间和精力？ 如何让教师有充裕的
时间潜心教书育人？ 我们约请一线教师和教育学
者， 解读和分析教师的“时间问题”。

■调查时间： 2015年2月15日至25日
■投票人数： 13226人
■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
■制 图： 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都说要给学生减负， 可谁来给学校减减负
呢？” 一位中学校长无奈感叹。 当前中小学在办
学中承担了很多与教育教学并不直接相关的工
作任务， 给学校、 教师造成严重负担。 学校静
心办学、 教师静心育人本应是教育的本源， 为
什么如今却成了难题？

@梦阮： 很不满意！ 我们很多时间都被学
校的一些琐事占用了， 感觉总有做不完的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渴望有些制度能够规范，
不要有这么多形式主义。 表面文章做得再好，
又能有何用？ 真正对得起学生、 家长、 社会，
那才是硬道理， 才是真正我们该做的！

@田野： 现在的时间大多花在准备材料和
教学管理上， 真正用在教学上的实在是越来越
少。 希望少点检查， 多点实干。

@说从心那是怂： 我是名小学老师， 我大
部分时间就是应付上级的各项检查， 有些检查
与我们教育挨不上边。 唉！

@五福人生： 我现在都是“挤” 出时间备
课、 讲课， 大把时间都浪费了———检查、 评
比、 比赛等。 各种活动华而不实， 甚至重复，
都是各级领导为了自己的业绩、 政绩造成的，
建议取消。 不要违背了教育的使命！

@天边的流云： 我是一名小学老师。 教学
工作介入太多行政力量、 太多政治任务， 有好
处吗？ 什么是教育？ 教育是百花齐放， 是宽容
的氛围。 而我却感到被太多教学之外的任务压
得没有了独立自主的思想。 在这样的心态下教
学， 我愧对学生， 愧对家长， 却又无可奈何。

（实习生 刘水长 整理）

中小学检查评比太多，八成受访者喊累———

请给校长老师减减负

参与环境和水质检查、 进行计划生育
宣传、 组织参与各类社区活动， 已经和教
书育人一样， 成为众多中小学教师的日常
工作。

苏北一普通学校， 4个月里接受检查
验收24次， 仅台账材料就准备了67盒，
排在一起长达5米多。 教师天天忙于应付
表格， 教育教学反而成了副业。

湖南一民办学校， 2014年收到各级
各部门文件48个， 涉及创建国家或省级
称号、 食品督查、 环境检测、 水质评估、
侨联督查等， 此外还上交了50多篇各类
总结和报告。

“都说要给学生减负， 可谁来给学校
减减负呢？” 江苏南京一位中学校长向中
国教育报记者无奈感叹， 当前中小学在办
学中承担了很多与教育教学并不直接相关
的工作任务，给学校、教师造成严重负担。

这些中小学办学中承担的非教育教学
任务包括什么内容， 负担究竟有多重？ 中
国教育报日前发起“校长和教师的时间都
去哪儿了” 的调查， 13226名参与调查的
校长和教师中， 84.89%的人认为学校承
担的与教育不直接相关的工作 （如检查、
评比、 活动） 太多， 让校长、 教师疲于应
对； 仅有1.27%的人过得很“幸福”， 选
择了“很少” 和“没有”。

学校静心办学、 教师静心育人本应是
教育的本源， 为什么如今却成了难题？ 对
此， 中国教育报记者赴湖南、 江苏、 河
南、 山东、 四川、 陕西进行采访调查。

“教育教学之外的负担太
重， 很多与教学无关”

一些中小学校长戏言， 自己
是“许三多” ———检查多、 评比
多、 文件多， 每天“两眼一睁，
忙到熄灯”。

对于湖南益阳国基实验学校教务主任
曹国军来说， 2014年“真的好累”， 因为
“教育教学之外的负担任务太多了”。

过去一年， 该校接受各级各类检查评
估20多次， 涉及国家森林城市、 卫生城
市、 园林城市、 交通模范城市、 双拥城
市、 省级文明城市评选， 以及卫生防疫、
工商管理、 消防整改等。

“考核、 评比、 检查等活动太多， 制
约和影响了教师教学。” 曹国军告诉记者，
“很多检查评估与教学无关， 完全没有必
要。”

被检查“轰炸” 的学校不是个案。 河
南某地一位中学校长介绍说， 过去一年，
该校接受了食品、 卫生、 防疫、 物价、 人
事、 农减办、 纠风办、 文明办等部门10
多次的各类检查， 收到上级各部门文件四
五十份， 包括宣传部门的征订任务、 文明
办的创建评比任务， 以及公安、 卫生、 纠

风办、 农减办、 督导、 工会、 妇联等部门的
各类检查文件、 活动通知、 材料上报等，
“真正和课堂教学有关的文件反而很少”。

这位校长形容， 任何一个上级部门都可
以到学校开展检查、 评比工作， 每个单位学
校都惹不起， 都必须“高度重视”、 “积极
参与”。 众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不相关的
检查评比， 严重干扰了教学秩序， “我们学
校甚至接到有关部门的行政命令， 要求教师
停课走出学校承包路段卫生”。

一些中小学校长戏言， 自己是“许三
多” ———检查多、 评比多、 文件多， 每天

“两眼一睁， 忙到熄灯”， 无法集中时间和精
力抓教学抓管理， 反而成了“社会活动家”。

迎接一次与教学无直接关系的检查评
估， 究竟要牵扯教师多大精力？ 山东威海一
名初中教师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一
次该市迎接创文明城市检查， 各级领导反复
预演检查， 对卫生的要求甚是苛刻。 学校办
公楼地面老旧， “老师们只得蹲下身子， 一
点一点用洗衣粉和钢丝球擦拭出来”。

而且， 很多学校在迎接省市一级的检查
评估前， 必须先依次接受区县级和乡镇级的
多次检查， 每次检查都会让学校和教师手忙
脚乱， 有时不得不中断教学甚至停课。

李强 （化名） 是陕西省一所农村学校的
教师。 不久前， 学校在教职工QQ群里上传
了今年以来的第15份文件， 文件内容大致
如下： 为认真落实××文件精神， 各校、 中
心园要如实填写 《××情况统计表》。

“这些文件很多与教育没有关系， 更可

笑的是， 有些统计表设计得十分复杂， 一些
表格学校见都没见过， 只得与其他兄弟学校
打电话交流如何填写。” 李强无奈地说。

除了各项检查、 评比外 ， 现在各种
“日” 和“节” 很多， 如“爱眼日”、 “艾滋
病日” 等， 遇到街道或社区举办活动， 工厂
和机关单位一般没时间或不愿参加， 只能由
学校“顶上”。 一位校长告诉记者， 学校本
来就缺教师， 不可能有专人从事这些工作，
只得临时抽调一些教师， 加班加点来应付。

曹国军曾计算过自己一天的时间： 课堂
教学3个小时， 批改作业、 处理偶发事件、
备课、 阅读等各占1个小时,� 其他事情至少
一天也要忙上3个小时， “我们老师也有家
庭、 孩子、 亲友， 有时真的好累”。

各类检查评比成了校长头上
“紧箍咒”

许多地方的“土政策”， 学校
防火防盗、 绿化建设、 计划生育等
指标不达标， 都可能导致校长被

“一票否决”。

在中国教育报开展的问卷调查中，
27.98%的校长和教师认为，中小学承担的与
教育教学不直接相关的检查、 会议等，“严重
影响了正常教育教学”；65.97%认为这样的
检查、会议对自己“有影响，且牵扯了自己相
当一部分精力”；认为“没有影响，很少接到这
种非教育教学工作”的只有0.93%。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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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0%

40.25%

上班8小时内，
您用于非教育
教学的时间有
多少？

1—2小时

3—4小时

1小时以下
12.39%

6小时以上
6.37%

5—6小时
13.21%

84.89%

13.24%

1.13%0.14%

0.56%

您觉得，学校承
担的跟教育不
直接相关的工
作如检查、评
比、活动多吗？

太多了，让校长、
教师疲于应对

一般，学校还可
以承担

很少， 一年没
有几次

没有，一件都
没有

不太清楚

据您了解， 过去一年， 学校接受过
上级部门的哪些检查评估？

90.76%
教育行政部门
的专项检查

93.30%
教育督导部门的
检查评估

61.84%
卫生防疫、计
划生育检查 59.29%

文明城市评比

62.99%
食品安全检查

87.95%
安全工作及校园
周边环境检查

70.40%
对领导干部的检查

56.21%
物价或收费检查

72.91%
信息化工作及档案检查

72.30%
其他相关检查

○

○

学校承担的与
教育教学不直
接相关的检查、
会议等，是否影
响了正常教育
教学？

27.98%
严重影响， 让我
根本没心思办学

65.97%
有影响， 牵涉了
相当一部分精力

3.91%
影响较少， 我能
很好处理

1.19%
说不清楚

0.93%
没有影响， 很少接到这种
非教育教学工作

校长和老师的

中小学校长几乎没有一个不喊“忙” 的， 这
些“忙” 都是必需的吗？ 眼下， 围绕给校长减
负， 社会上已形成共识， 就是扩大校长的办学自
主权。 怎样才能更好地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
主权， 让校长干校长应该干的事？ 听听教育专家
们怎么说。

隰 详见第五版

给校长“扩权”就是为他们松绑

隰 详见第二版

怎么看校长老师的时间账单
【争鸣】 【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