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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系统构建了我国中小学校服管理的制度体系———

对校服“兴师动众”的背后
■实习生 豆俊杰

本报记者 苏令

校服是特殊的商品， 一头连
着教育， 一头连着市场。 长期以
来， 校服的外观、 安全、 价格等
问题一直都是人们关注和“吐
槽” 的对象。

今年早些时候， 教育部、 工
商总局、 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
等4部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系统构建了
我国中小学校服管理的制度体系。
《意见》 的出台， 是否为我国校服
生产、 采购、 使用各环节中长期
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破解之道？ 怎
样才能让学生穿上既舒心又放心
的校服？ 针对这些问题， 记者对
教育行政管理人员、 教育装备研
究人员、 中小学教师、 家长等相
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校长莫在校服管理上“偷懒”

■李桂强

作为中小学生穿着的服装， 校服除了一般服装所
具有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外， 还应该具有一个特殊
的功能———教育功能。 如， 校服可以增强学生的归属
感， 代表着规范， 体现着身份平等， 意味着秩序和纪
律等。

作为校长， 我当然想把校服从推动学校文化建设
进而实现学校教育理念的高度来考量， 但现实中却遭
遇到诸多尴尬。 譬如说校服的款式和质量问题，“毒校
服”挑战的是法律的底线，“丑校服”则是对大众审美情
趣的不恭。现实中没有哪位学生愿意穿上“丑校服”，更
没有哪个学校愿意让学生穿上“丑校服”，但是现实中
为什么还会出现“千校一面”、“千人一款”甚至是“丑校
服”的现象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地方保护主义有关。 在我国， 校服行业的
兴起也就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 其市场准入、 管理体
制等方面有其天生的盲点， 这就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滋
生提供了温床。 近年来， 随着社会民主与法制化的程
度越来越高，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对采购单位指
导， 但违反市场原则采取“定点”、 “定商标” 等方
式， 对本地校服生产厂家进行地方保护的行为依然存
在， 去除地方保护“壁垒” 对于校服行业而言依然任
重道远。 因此， 当务之急是要切实加快法治建设步伐
和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二是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有关。 目前， 全国各地普
遍采用由学校代收费直接向生产厂家采购的模式， 这
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凸显学校特色。 要想实现“一
校一品”、 “一校一特色” 的理念， 校服设计费用可
能要提高， 即便学校加强校服采购公示， 向学生和家
长公示中标企业、 校服质量标准、 采购流程、 采购价
格等方式， 也很难将校服的价格降下来。 究其原因，
主要是市场经济决定了校服生产厂家最终必然要追逐
利润最大化。 一所规模稍大一点儿的中小学校。 学生
总人数也就2000人左右， 从“我的校服我做主” 的理
念出发， 校服生产厂家很难进行规模化的批量生产，
那么其单件校服的生产成本就很难降下来， “物美”
和“价廉” 很难两全。 针对这一难题， 可否借鉴政府
补贴家电行业、 农机系列产品的模式， 也对学校或校
服生产厂家进行一定的补贴？

三是与极少数学校的“懒政” 有关。 当下， 教育
“懒政” 不同程度存在于各级各类学校。 如， 多年以
来， 在中国的校园里， “校服=运动服”， 似乎已是颠
扑不破的“真理”（当然，“运动服” ≠“丑校服”）。 如
此简单操作， 无疑是对学生的一种极大伤害。 “懒
政” 的表现是处理问题简单化、 随意化， 其深层原因
是少数学校不敢担当、 不负责任的表现。 因此， 在校
服管理工作上， 学校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责任， 做好学
校应该做好的事情。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第二中学校长）

我的校服可否我做主

■张心可

一辆又一辆的货车带着些许轰鸣， 缓缓开进学校
操场，一箱又一箱的“货物”被运了进来。一些眼尖的同
学瞧见箱子上的标识， 不禁大喊道：“快看！ 新校服来
了！ ”这一句话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周围的同学全都
簇拥了过来……

每每领到校服，每每拆开包装，每每换上校服，心
中的期待和喜悦也是难以言说的。 这一幕又一幕不断
呈现， 迄今为止已有6次。 作为一个拥有6大套不同款
式、不同风格校服的我们，什么样的校服质地比较好，
哪一套是我们喜爱的，哪一件还有待改进，可都是了如
指掌，因为“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的脚知道”。 譬如
说旧款的宽松“运动服”，虽然穿着方便、透气性强，舒
适度还不错，但是一如我们同学常调侃的：“哈哈，我很
丑，可我很温柔。”穿在身上，年轻的活力与活泼全被掩
盖了，“价廉”而不够“物美”！

正因为我们的“挑剔”，学校让我们参与校服的选
购活动。 经过“改头换面”的校服，同学们对现在“英伦
风” 校服系列的评价还是正面的居多， 不管是从设计
上、颜色上，还是穿在身上的感觉，同学们都比较满意。
它也符合我们的时尚标准， 可也有一些有待改进的地
方。例如，由于衣服、裙子没有口袋，纸巾等一些小物件
没处“安身”；貌似价格也不太便宜，有“物美”而不“价
廉”之嫌，等等。

那我们心目中的校服是什么样的呢？ 是可爱时尚
风，还是清新大气风，或者又是干净利索的套装？ 是像
不丹国那种能塞进所有文具和书本的宽大校服， 还是
如韩国青春又不乏时尚元素的大蝴蝶结校服， 或是如
美国因追求个性而只在重大节日时才穿的校服？ 我们
都是一个个很有思想的人，如要“我的小伙伴们”都满
意，好像没戏，众口难调哦……

谈谈我想要的校服：有一个小小翻领，佩戴着一条
粉蓝相间领结的白色长袖衬衫。 天凉时，外面套一件小
巧淡蓝的针织背心，重要的是，胸前要别着一个我最爱
的Kitty胸针，这样我就可以和我的Kitty朝夕相处啦。 一
条淡粉色的长裙，清新而素雅，裙摆上还镶着一圈蕾丝
花边。重要的是，腰间后背还有一个大大的蝴蝶结，为裙
子添上点睛之笔。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校服：清纯、素雅，
端庄、大气，没有浓重的色彩，但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我一次次地幻想过， 校园里如果有这样一身身亮
丽的校服，绝对会是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

（作者系浙江省丽水市实验学校601班学生）

价格过高，怎样解决？

除了安全、 美观问题之外， 校
服的价格问题也戳中了许多家长的
痛处。

《广州日报》 报道， “东莞学
生部落” 微博于4月25日发帖称，
“东莞外国语学校发了校服后才告
诉同学们价钱， 属于先斩后奏， 学
生们看到价格纷纷表示穿不起！ 据
了解， 该校发放的校服有12种不同
季节的衣服， 共有18件， 费用为
2180元。

无独有偶， 据 《温州都市报》
报道， 一名网友贴出了温州十九中
2015年新款校服收费表， 包括8套
校服 （14件）， 总共1680元。 从中
可以看到，长袖羊毛衫110元、羊毛
衫马甲70元、呢大衣265元、正装（中
山装）345元……报道中还提及，校
服因为好看， 其他学校的学生很是
羡慕，而且有关部门也表示，校服经
抽检是合格的。

“校服仅仅货真价实还不够，
还需要物美价廉， 否则就会让人浮
想联翩， 猜想是否存在‘猫腻’。”

姚明华说， 有的学校采购校服后举
报缠身， 麻烦不断， 主要还是因为
操作过程不透明。 所以， 学校要公
开采购过程， 采购过程可让学生和
家长参与进来， 并且每个环节要做
好公示，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要坚
持自愿原则， 校服购买不可强求；
要多考虑家长的感受， 毕竟是需要
家长埋单。 校服的价格应该低于同
等质量服装的市场售价， 毕竟校服
是“批发”， 如果学生穿校服能帮
家长省钱， 家长又何乐而不为呢？

张又伟同样认为， 为了不给学
生家庭造成经济负担， 价廉是校服
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要充分发
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健全竞争机制， 找到物美与价廉的
最佳平衡点。

“只有市场充分发挥作用， 才
可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对于校服来
讲， 就是物美价廉。 实现物美价廉
要靠市场， 关键是维护公平竞争的
秩序， 有效规范校服市场， 这更是
需要多部门协作的系统工程。” 北

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陈东升认为，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是校服用户的代
言人和选购指导方， 必须加强对采
购单位指导， 不得违反市场原则采
取“定点”、 “定商标” 等方式干
涉交易。 教育、 质监、 工商部门还
要严查对本地校服生产企业进行地
方保护的行为， 充分保障校服市场
公平。

“还要发挥政府定向调控职能，
对家庭贫困学生、 革命烈士子女、
孤儿、 残疾儿童等， 采取多种措施
无偿提供校服。 有条件的地区， 可
由地方政府向中小学生无偿配发校
服， 并优先配发给农村地区中小学
生。” 陈东升说。

徐攀认为， 中小学生身体发育
较快， 校服更新换代也较快， 为配
合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降低资源能
耗， 减少家长重复支出， 应鼓励各
地探索校服以旧换新、 以小换大等
回收利用机制。 而礼服式校服， 则
可采用学校统一购买供学生循环使
用的模式， 以节省支出。

校服安全，如何保障？

2013年初 ， 在上海发生的
“毒校服” 事件引起了社会高度关
注， 很多家长对校服的安全问题开
始担忧起来。

张鹏说， 自己就经常担心孩子
穿的校服是否安全。 他认为， 校服
面料必须要安全， 重金属含量、 甲
醛含量、 农药残留、 染料等等是否
超标是他和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而且， 张鹏表示， 很多家长都
在微信群里讨论校服设计上的安全
问题。 比如： 校服拉链头是否会伤
到孩子？ 校服是否应该装饰反光材
料以增强安全性？ 小学生校服帽绳
长度多长才安全？

对于这些潜在的安全隐患， 如
何保障校服安全呢？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徐攀认
为，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才能保障校
服安全。 必须明确生产和采购校服
要依据国家标准， 确保校服各项指

标达到要求。 据了解， 这方面的标
准主要有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
技术规范》、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
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两个国家强制
标准， 以及第一个专门针对中小学
生校服的综合性国家标准 《中小学
生校服》。

张鹏说， 《中小学生校服》 国
家标准不仅对校服的面料、 制作和
安全要求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还
增加了燃烧性能、 附件锐利性、 绳
带、 残留金属针、 高可视警示性等
内容。

徐攀进一步说， 光有标准远远
不够， 还必须严格质量检查， “质
量检查是确保校服安全的关键环
节”。 《意见》 指出， 要确保进入
学校的校服经过法定机构检测。 鼓
励实行“双送检” 制度， 一方面供
货企业要送检， 另一方面学校可结
合实际， 将一定数量校服送法定检

验机构检查， 防止个别商家以次充
好。

除此之外， 还要建立监督惩处机
制。 一方面， 加强人员监管， 依法处
理学校、 相关部门和机构工作人员在
校服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违反程序、 收
取回扣、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
另一方面，畅通反映渠道，要充分发挥
“12315”热线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作用，方便学校、群众反映问题，并
及时将依法查处校服生产、销售企业
的行政处罚信息进行公示。

记者注意到， 《意见》 第三条强
调， “质监部门要加强对校服产品质
量的监督抽查， 及时公布校服质量监
督抽查结果”。 “应该建立黑名单制
度， 定期内部公布出现严重质量问题
的校服生产企业名单， 明确采购单位
不得向上了‘黑名单’ 的企业采购校
服， 以降低学校采购不合格校服的风
险。” 张又伟说。

校服难看，怎么破解？

校服不好看、 不时髦、 缺乏
个性， 一直为人们所“吐槽”。
这些穿在广大青少年学生身上的
校服， 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漂亮一
些呢？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
一项调查显示， 在3505个受访
者当中， 82.6%的受访者穿过宽
松运动式校服， 51.2%的受访者
直言这样的校服“丑”。 过半的
受访者认为， 宽松的运动式校服
让学生缺乏青春朝气和自信， 甚
至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这不
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性别观念。

腾讯网也曾做过一个关于
“你喜欢运动式校服吗” 的调查，
结果显示有73.26%的网友表示
“不喜欢”。

刘静告诉记者， 用运动服来
代替校服， 是全国各地学校普遍
存在的现象。 因为运动服便于活
动， 方便上体育课， 而且价格比
较低廉， 有利于学生养成艰苦朴
素的习惯， 杜绝学生攀比心理。
但是， 大多数校服确实不能展示
出孩子的青春风貌。

“近年来， 我们的校服确实
被社会打上‘丑校服’ 的印记。
宽松的款式之下， 学生健美形体
不见了。 粗糙的设计之下， 学生
的青春朝气不见了。 ”张又伟说。

那么， 怎样才能让校服变得
美观， 怎样才能让学生喜欢校服
呢？

“校服设计要突出文化内涵。
通过研究国家优秀传统文化， 结
合地区、 学校的特色， 提炼出可
以运用和识别的视觉设计创意元
素， 既体现传统文化， 又符合时

代精神。” 张又伟说。
“在校服选用的过程中， 多数

学校的学生、 家长参与率低， 如
何发挥他们的主动性非常重要。
请家长和学生自主参与、 自主选
择、 自主设计、 自主购买将成为
今后学校校服选用过程的主旨。”
刘静说。

据了解， 南昌二中红谷滩高
中部在2014年就进行了“我的校
服我做主” 的改革。 该校的校服
设计突破了传统“刻板” 样式，
一些中山装、 格子裙、 学院风等
中国风元素出现在新校服中。 而
这些校服的设计理念、 构想均出
自学生之手。

不久前，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
究与发展中心还专门组织了寻找
“最美校服” 活动， 面向社会广泛
征集校服款式， 遴选出一批优秀
作品， 供各地选用。

湖北省宜都市教育局姚明华
则告诉记者， 宜都市有的学校在
采购校服时， 将所有候选校服摆
在一起， 然后邀请学生、 家长和
教师代表共同投票评选， 选出的
校服往往皆大欢喜。

张鹏认为，为了让校服变得更
美，不妨向国外“取取经”。 国外很
多学校的校服做到了文雅而不失
活泼，时尚又不失端庄，款式新颖
又能将学校的独特文化内涵蕴含
其中。比如，英国的校服注重细节，
通过细节展现了英伦特有的学院
气质；韩国的校服能够随着流行的
变化，不断汲取时尚元素对校服进
行改进；印尼巴厘岛的校服都是碎
花上衣加深红色百褶裙，体现出浓
浓的民族风情。

学生穿校服，是否应该？

学生穿校服， 似乎天经地
义， 这也是人们讨论所有有关校
服问题的基本设定。 可问题是，
为什么要穿校服？

“校服能够规范学生行为。校
服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符号， 通过
创设一种环境氛围， 可以在耳濡
目染、 潜移默化中感染、 陶冶学
生。学生穿上校服，就会感受到一
种无形约束， 就会时刻提醒自己
要遵守纪律，注意言行，维护自身
和学校形象。”教育部教育装备研
究与发展中心张又伟说。

上世纪90年代， 美国长滩
学区在实施校服政策后， 第二年
其校园犯罪率、 打架事件有了明
显下降。 美国教育部当年的报告
认为， 校服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
善学校安全状况和学习环境。

“作为一名家长， 我认为中
小学应大力提倡学生穿校服。”
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二 （5） 班

张琪佳的爸爸张鹏表示， 穿校服
有利于校园的整洁， 避免异样的
色彩干扰孩子课堂上的注意力，
还能避免穿着上的攀比， 减少学
生因家庭贫富不均而产生的歧视
与偏见现象。

北京市十八中学教师刘静认
为， 校服更是一种校园文化载体。
它的魅力， 在于全校学生统一格
调、 类型、 着装， 表现和谐、 和
美、 和韵。 辽宁省教育装备中心
主任肖京同样认为， 中小学校服
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校园内外一道移动的亮丽风景、
一组流动的文化符号和一股舞动
的青春风尚。

“校服可以直接反映学校的文
化特色和办学理念。 通过统一着
装的校服， 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
意识、 合作意识、 荣誉意识、 审
美意识等。” 江苏省泰州中学殷荣
安说。

校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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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校服啥模样
■唐科莉

校服在一些国家越来越普及。
在美国， 前总统克林顿通常被认为
是倡导美国学校校服政策的第一
人。 他在1996年国情咨文中提出学
校应该让学生穿校服之后， 1996年
只有3%的公立学校要求学生穿校
服， 到2000年， 这一数字提高到
12%， 2010年又提高到19%。 巴西
2007年由教育部开展的小学与中学
生家长调查显示， 98%家长认为学
校应规定学生穿校服。

在澳大利亚， 无论是家长抱
怨校服成本太高， 还是学生抱怨
校服气味难闻， 大多数公私立学
校要求学生穿校服并有不同严格

程度的着装规定。 在其他国家，
穿校服只是一些独有的私立教育
机构的规定。

澳大利亚教育部规定， 学校的
着装规范必须与教育部对于学校的
着装要求的相关政策一致， 必须遵
循健康、 安全和庄重的标准， 并且
适用于各种体育活动和天气条件，
具体的着装要求由学校委员会与家
长群体协商决定。

在澳大利亚， 尽管私立学校在
有关校服的相关规定方面一直走在
前面， 但公立学校也正实施更加严
厉、 更加保守的校服政策。

例如， 《星期日邮报》 对南澳
大利亚州30所公立和私立学校的调
查发现， 南澳洲公立学校的校服政

策日益严格， 内衣的颜色、 袜子的
厚度以及衬衣的长度， 甚至首饰的
大小都是学生必须遵守的校服标
准。 大多数公立学校通常都规定女
孩只能穿最多高于膝盖5厘米的裙
子。 西摩女子学院规定， 内衣应该
是黑色或者蓝色以与校服一致。 三
一学院规定女孩贴身衬衣必须具有
一定的厚度， 学生每年可以允许在
脖子上带不超过2厘米长十字架。
阿德莱德顶尖公立学校之一的格兰
拉哥国际高中规定学生只能从三个
特定鞋子风格中选择一种， 并且不
能穿运动袜。

在校服的提倡者中， 认为穿校
服的好处通常包括： 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归属感， 减低学生的紧

张感， 促进安全； 改善学生的不良
行为、 加强纪律； 家长置办衣服的
成本降低； 能够创造一个更加有序
的环境， 避免学生赶时髦， 让学生
可以更专注于接受教育等。 一项
2009年在肯尼亚乡村的贫困地区开
展的研究发现， 让学生穿校服平均
可以将学生的旷课率降低44%， 这
些儿童的考试成绩也在穿校服一年
之后提高不少。

目前， 新技术也日益渗透到校
服的设计中。 在巴西的维多利亚康
奇斯塔市， 2万名学生穿着安装了
射频识别芯片的校服。 学生进入教
学楼后， 电子传感器对其进行监
控， 再把信息传给家长。 另外， 如
果一名学生迟到20分钟， 家长就会

收到信息告诉他们孩子没有到校。 如
果这样的信息连续发布3次， 家长必
须解释孩子缺勤的原因或者学校向主
管机构上报。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希望
新式校服不仅可以降低逃学率而且能
够改进家校关系。

如果再进一步， 射频识别芯片
可能用于跟踪校园中的学生， 通过
校服上的GPS实现远程监督。 但是，
目前这一技术的应用存在争议， 美
国的隐私保护者反对学校使用射频
识别技术。

有专家认为， 不管学校执行什么
样的校服政策， 学生和家长有权知道
校服政策的具体内容。

（作者单位：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国际教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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