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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

兑现福利要靠政策支撑法律垫底
“您认为完善教师福利制度最需要哪

些层面的努力？” 这是一项多选题， 结果
90.9%的基层教师选择“教育部门”， 其
次是“立法机构”， 占82.0%。

“福利的落实主要靠政府支持， 仅靠
学校的力量去解决是不可能的。” 姚跃林
表示， 该校教师福利水平较高得益于机制
优势、 经济实力和领导视野， “这是很多
地方的学校不具备的。” 接受记者采访时，
不少教育工作者提出， 教师法是从1994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 21年来， 中国社
会和中国教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教
师的生活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相关的
法律法规应当及时修订。

朱旭东表示， 教师福利在我国是一个
复杂的议题， 因为有关的教师法律法规没

有明确教师能够享受福利的权利和责
任。 尤其是权利和责任的法理基础， 即
其身份地位不明确， 教师法规定“教师
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 这
个规定表明了教师职业的法律地位， 而
没有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从而影响到
了教师社会地位应享受到的福利待遇。
尽管教师法也规定了“教师享有寒暑假
带薪休假、 定期体检、 与公务员同等的
医疗待遇、 培训以及住房优惠等福利”。
但“带薪休假、 定期体检、 医疗待遇、
培训、 住房优惠” 等福利在我们国家只
有公务员才能享有，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
教师享有福利的法律漏洞， 教师法律法
规没有规定教师的政治地位， 即“公务
员” 的身份， 怎么能够享受和公务员一

样的福利呢？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教

师认为， 福利作为稀缺资源应由政府提
供， 但政府在提供这些福利的时候应该有
法律依据， 而事实却是无法理基础， 换句
话说， 政府行为与法律确定的教师地位之
间没有行政法律支持。” 朱旭东认为， 提
供教师福利首先要解决教师拥有什么身份
的问题， 多年来学者、 专家都在呼吁， 要
确定教师的公务员身份， 这样可以根本解
决包括福利在内的很多问题。 当前， 教师
虽然没有公务员身份， 但有“编制” 身
份， 教师群体被划分为“有编” 和“无
编”， 内部的身份差异导致福利待遇的差
别， 严重影响教师群体的实际收益， 导致
他们心理不平衡。

“解决教师福利问题， 校长很关键。”
程方平认为， 有的中小学校长在一所学校
任职长达10多年， 人事、 财务等大权几乎
都集中在校长手中， 抛去其他弊端不说，
这对改善教师待遇非常不利。 如果教师和
校长的流动不能规范化， 教师福利待遇问
题很难得到有效解决。 他建议， 应当通过
立法， 在教师法里把教师工资、 教师福利
问题进一步细化， 提高可操作性。 他表示，
一个地方的教师福利不能由主管部门的一
把手说了算， 而是要由科学的决策机制来
决定， 这个结果要能代表当地广大教师的
意愿。 同样， 一所学校教师的福利不能由
校长或某个中层干部说了算， 而是要由学
校的科学决策机制来决定， 这个结果要能
代表全校广大教师的意愿。

法定福利多数教师“无福消受”
———大数据透视基层教师福利现状

教师各项福利的落地比例普遍未过半数， 近半数基层教师对住房、 医疗等福利不了解， 96%的教师
希望提高工资水平。 日前， 中国教育报官方微信联合中国青年报、 腾讯网等开展了主题为“教师的这些
福利， 你享受过吗？” 的问卷调查， 在基层教师中引发强烈反响， 吸引超过30万名教师参与。 调查覆盖
的地域包括台港澳在内的所有省份， 涵盖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学段， 教师年龄从20岁到60岁以上均有涉
及， 横跨城市与乡村， 兼顾男女教师。 透过大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一窥当下基层教师福利的真实现状。

怪现状

部分教师对福利不清楚不关心
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 赵寅选择到

北京十一学校担任高中数学教师。 从
2013年9月拿起教鞭至今， 一年半过去，
谈到福利， 他表示并不是很关心， “从没
注意过相关规定， 不过我比较信任学校，
该有的应该都有”。 在记者的追问下， 他
提到有定期体检、 医疗保险， 寒暑假是带
薪的， 还曾发过水果和过节费， 不过后来
取消了， “其他的不清楚”。

不仅是新教师， 一些老教师对福利问
题也不是很了解。 1990年9月起， 裴年忠
先后在湖北省洪湖市戴家场第二小学、 原
绍南中学、 原观阵中学和戴家场中学等学
校任教。 他告诉记者， 从教二十多年， 对
应当享有什么福利并不是很清楚， “也可
能是因为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有什么福利、
多少福利。 粗略知道的仅限于退休了可以
领退休金， 有医疗保险、 住房公积金等”。

教师法规定， 教师享有寒暑假带薪
休假、定期体检，与公务员同等的医疗待
遇、培训以及住房优惠等福利。但调查显
示， 很多教师对自己应当享有的福利并
不了解。比如，44.2%的教师不了解“地
方各级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对城市
教师住房的建设、租赁、出售实行优先、
优惠”；46.3%的教师不了解“县、乡两级
政府应当为农村中小学教师解决住房提
供方便”；33.1%的教师不了解“医疗同
当地国家公务员享受同等的待遇”；
45.0%的教师不了解“医疗机构应当对
当地教师的医疗提供方便”， 等等。

调查发现， 不同地区教师了解或享
受过教师法赋予教师的福利待遇具有实
质差异。 其中， 华北地区教师得分显著
低于华东和华南地区， 东北地区教师得
分显著低于华东、 华南和西南地区。 不

同月收入的教师了解或享受过教师法赋予
教师的福利待遇也具有实质差异， 月收入
6000元及以上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月收
入 2000 元 以 下 、 2001-3999 元 和
4001-5999元的教师。 不同身份、 性别、
年龄、 教龄、 类型学校、 职称教师的得分
则没有实质差异。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表
示， 基层教师对物质的要求其实不高，“发
多少收多少”是教师群体中常见的心态，受
传统文化观念影响，教师整体来说“耻于谈
钱”，“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物质生
活是人的基本需求， 如果教师们的权益长
期得不到重视和改善， 会挫伤他们的从业
积极性，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

调查显示， 教师福利的落地程度不容
乐观。 其中， 医保福利的落地度最高， 也
仅为51.1%； 其次是带薪休假， 比例为

49.2%， 均只有半数左右。 其他各项福利
的落地比例更低， 依次是： 学习培训福利
（18.9%）、 住房福利 （12.3%）、 旅游优惠
（5.5%）、 出行优惠 （1.3%）。

对于能够享受到的福利项目， 60.2%
的教师认为“非常缺乏”， 29.6%的教师认
为“较少”， 仅有1%的教师认为“很充足”
或“较多”。

在不同教师群体享受各项福利的差异
性方面， 调查发现， 不同身份、 性别、 职
称的教师一年外出学习、 培训、 交流的机
会和次数没有实质差异； 不同年龄、 教龄、
地区的教师一年外出学习、 培训、 交流的
机会的次数则有较小差异。 不同地区的教
师在是否享受过旅游福利上有实质差异，
台港澳地区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不同身份、
性别、 年龄、 教龄的教师在是否享受过各
种福利上没有实质差异。

在基层

享受到住房福利的教师仅占12.3%
苏强强一家三口去年从原来居住的一

间小平房搬进了66平方米的两居室，这位
陕西省周至县三中的物理教师告诉记者，
这是他从教8年得到的最大福利。周至三中
是一所农村高中， 要建房， 资金是最大问
题。学校采取了集资加贷款的方式，每位教
师出资3万元，校方承诺这笔钱算是向教师
借的，5年后全额返还。 最终， 全校教师于
2013年底和2014年初陆续搬进了新房。
“学校帮我们解除了最大的后顾之忧，大家
都心怀感激。”苏强强说。

按照国家规定，“县、 乡两级政府应当
为农村中小学教师解决住房提供方便”，但
受制于财政不足等原因， 农村中小学校主
要得靠自己想法解决教师住房问题。 在城
市学校，因为土地紧缺等原因，教师集资建
房已不常见， 一些学校代之以发放住房补
贴。在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以下简称厦
大附中），如果教师在学校所处的漳州招商
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内购房，根据其职称，学

校可一次性补助5万—21万元，“如果是
双职工再加3万元，最多24万元”，厦大
附中校长姚跃林告诉记者， 当地房价约
为六七千元一平方米， 该校教师月工资
不低于6000元，有了住房补贴，该校教
师“工作一年以上的，基本都买房了”。

按照国家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对城市教师住房的建设、
租赁、出售实行优先、优惠”。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能给教师提供较好住房福利的，
一般是当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中心校、示
范校。在学校内部，学历高、职称高、职务
高的骨干教师能享受较大的住房福利。

但对大多数基层教师来说， 能提供
较好住房福利的只能是“别人的学校”。
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享受到住房福
利的教师仅有12.3%。 陕西省延长县教
育局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由于受制于
当地财政资金不足， 该县基层教师享受
不到购房补贴。 当地县城的房价约为

3000—4000元每平方米，县城中小学教师
月工资多在3000—4000元，“也就是说一
名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能买一平方米房”，如
果没有积蓄或其他收入， 基层教师买房压
力很大。

涨工资是基层教师的集体呼声。 尽管
按照学术定义，工资并不属于福利范畴，但
调查显示， 高达96%的教师表示涨工资是
他们最渴望的“福利”。程方平认为，当前基
层教师的工资结构和明细不够清晰， 基本
工资、奖金、绩效等都不够明确。此外，教师
群体内部收入不均衡问题长期存在， 且有
逐渐拉大的趋势，“教师的基本工资整体偏
低，不同地区、学校教师之间的差距明显，
这是很大的隐患。另外，很多教师担心，以
后退休工资怎么算，养老保险怎么办？”

对于教师提高福利待遇的呼声，记者在
采访中也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
教师群体的收入不低，比如可以通过校外补
课等方式赚取灰色收入，逢年过节家长还会

送礼，等等。程方平表示，这是信息不对称造
成的， 这些人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收入较高
的名师的情况， 对基层教师的整体收入状况
并不了解，“衡量教师待遇是否得到改善，不
能看各地所谓的名校， 而要看被忽略的大多
数，尤其是农村偏远地区的薄弱校”。

谈到基层教师涨工资的前景，一些教育
系统内人士并不乐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中部省份某区县教育局负责人认为，基层教
师队伍庞大，历史欠账较多，尤其是经济欠
发达地区，涨工资难度更大。程方平表示，教
师工资目前是“三级给钱”，中央、省市、区县
各出一部分。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区县财政
比较充裕， 教师福利待遇能得到较好保障，
反之，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工资和福
利就较差。 他建议， 中央财政承担的国拨
工资应当提高到50%， 保障教师群体的基
本收入， 缩小不同地域、 学校教师之间的
收入差距， “这是防止教师非正常流动的
根本途径”。

教师说

福利政策不透明，很多福利被“揩油”
调查显示， 除了工资， 基层教师希望

未来得到改善的福利位居前三的是： 住房
福利 （68.5%）、 医保福利 （51.35%） 和
学习培训福利 （28.3%）。

在厦大附中， 除了购房补贴、 医疗保
险、 免费体检、 带薪休假、 学习培训等国
家规定的福利之外， 学校还给教师发放过
节费、 旅游费、 探亲费等福利。 校长姚跃
林告诉记者， 学校工会的费用由开发区按
教师工资比例直拨， 因为工资总额较高，
所以这笔费用也不少。

但在很多学校， 工会费用是从教师工
资里扣除的， 然后转手给教师发福利，
“羊毛出在羊身上”。 有教师向记者反映，
即便地方教育部门发放了福利， 也未必能
落到教师手上， 有的学校负责人利用福利

政策不透明， 延迟发放甚至侵吞教师福
利。 单笔教师福利通常是小钱， 但集腋
成裘， 几百上千名教师的福利加起来就
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北京市海淀区教科
所所长吴颍惠认为， 在学校层面， 只有
通过工会发放的才是福利。 学校给教师
发放福利， 除了使用工会费， 还有两个
常见渠道： 外界给学校的捐赠和学校的
“小金库”。 “要让教师福利落到实处，
必须加强透明度和教师的知情度。” 她
说。

从2006年本科毕业来到周至三中
任教， 苏强强用了8年时间才从中学二
级教师升至中学一级教师，“我算比较慢
的，不过快的也要六七年。”苏强强建议，
可以参照公务员晋升职级的相关做法，

教师任教达到一定年限， 职称可以直接升
至相应职级。“每年学校职称评定名额有
限， 一些教师任教多年也评不上应有的职
称，这直接影响教师从教的积极性。”他解
释说，教师职称升级后固然可以在工资、福
利等方面获益，但教师们更在意的，其实是
对自身职业生涯的一种肯定。

在苏强强看来， 当前基层教师面临的
一大问题， 是被过多地“摁” 在学校和教
室里。 谈到如今最想得到的其他福利， 他
表示， 作为一名农村中学教师， 他渴望有
更多的机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比如到外
地参观、 学习， “社会发展如此迅速， 如
果教师视野闭塞， 又怎能培养出眼界广
阔， 适应社会发展的学生呢？”

有人认为， 教师已经有寒暑假这个超

大福利， 不应再奢求其他。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教授朱旭东表示， 寒暑假不是教
师福利的内容， 它是学生学习规律提出来
的需要。 从专业人员的角度来看， 教师与
其他专业人员一样享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
的各种假期， 而不独享有学生的寒暑假。
“教师应该延续学期工作， 利用假期来提高
自己专业水平， 而不是纯粹休息， 否则会
与带薪休假产生矛盾， 社会也会有不和谐
的声音。” 他说。

事实上， 很多一线教师的寒暑假过得
并不轻松。 赵寅告诉记者， 今年寒假， 他
要带学生参加竞赛和拓展， 各5个半天。 此
外， 他还要编写两本校本教材： 平面向量
和立体几何。 除了编教材还要研究课改，
“对我来说， 寒暑假比平时还要忙”。

1

4

3

2

■本报记者 杨国营 宋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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