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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扎堆亮相，怎么看？
过去两年，越来越多的国际学校亮相深圳，仅《广州日报》记者粗略统计就有十几家。但“刚需”下的国际学校却乱象丛生：有的学校

不具备相关资质；有的学校学位难求；有的学校开学一年就停办。对于此种现象，到底应该怎么看？（澎湃新闻网10月23日）

聚
焦

/ 一家之言 /

深圳家长普遍的高学历，往往在整体上
形成了重视教育的氛围。而深圳作为国内与
国际交流合作的窗口城市，家长重视孩子的
国际化教育似乎顺理成章。在家长的“刚需”
下，众多资本投向国际学校，迎合家长的需
求，自然符合市场调配的方向。

从家长对国际学校的追捧来看，主要分
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为孩子出国留学做准
备。这类家长将出国留学视为孩子成长成才
的第一选择，对所谓“国际教育模式”推崇
备至，他们对国外的培养方式也有一定了
解，自身的教育选择对身边人产生了很大影
响。第二种是因为孩子成绩不佳，没能考上
家长心目中的“好学校”，或者高考没有多
大把握，为了孩子接受“优质教育”，便将
希望寄托于国际学校。第三种属于纯粹跟
风，听说国际学校好，身边有进入国际学校

就读的孩子，为了“不落伍”，便将孩子送
去接受“国际教育”。

应当说，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下的家
长有着自己的理性思考，但也只是自以为是
的理性，并没有真正从各方面考量孩子是否
适合、环境是否适合、自身经济条件及孩子
今后发展是否适合国际学校的问题。而跟风
者的盲目性，没有计划和保障，只会给孩子
带来伤害。也正是这些不考虑孩子和家庭具
体情况的追捧，形成了对国际学校的“刚
需”。为了抢占市场蛋糕，各路资本自然急
着进入，哪怕没有师资力量，也想先占一个
坑，乱象丛生在所难免。

事实上，国际学校作为一种探索性的模
式，并不适合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而只应
当是部分有特殊需要家庭的选择。无论是
A-level 课程 （英国高中课程）、AP 课程

（美国大学先修课程），还是 IBDP 课程 （大
学预科课程），其背后都是英美及英联邦国
家的教育体制。这些课程基于英美文化传
统，与中国文化传统大相径庭，学习这些课
程的学生多是在英美文化环境之中。基于社
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不同，
中国学生学习这些课程，除了英语水平的提
升外，极难真正达到课程目标。

因此，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国际学校本
身只是对部分有特殊需要家庭的教育服务，
比如有移民需要的，或者根据家庭情况为孩
子规划人生的。这部分人毕竟是极少数，本
不应形成如此刚需。国际学校不等于优质教
育，更不等于“完美教育”。把孩子送去当作

“试验品”，不一定能得到“完美教育”，反而可
能毁了孩子的前途。

（作者系时评人）

国际学校不等于完美教育
廖德凯

据媒体报道，浙江 171 家单位近日组团来南
京招人才，有研究生去应聘，却因本科就读的学
校不是“211”高校而被拒。一位应聘者告诉记
者：“招聘者最后还是拒绝了我，她告诉我，我
的本科学校不是211。”

因为不是“211”高校毕业生，就被判定为
非优秀人才，还没有展示机会，就得出“超前的
结论”，否定了毕业生的就业权，这种“以校取
人”的做法的确显得武断。对于此类现象，有专
家表示，平等就业权来源于宪法，是一项基本权
利。对这个基本权利在法律之外附加任何条件，
都是歧视。

而今，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日益得到了法律
保障。《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
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就业促进法》 第 26
条明确要求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时，应当向劳动者
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不得实
施就业歧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也强调，“规范招人用人制
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
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

可为什么就业歧视还屡见不鲜呢？主要原因
在于法律虽然出台，落实得却不够好。比如，遭
遇企业的就业歧视后，毕业生的权益受到侵犯，
但维权成本太高，多是忍气吞声、不了了之。除
了学历歧视，还有性别歧视、患病歧视、残疾歧
视、年龄歧视、户籍歧视、体貌歧视等。

遏制学历歧视、院校歧视，需要用人单位自
律，最终还是要法律撑腰。除了强化劳动者的维
权意识，还要为维权提供方便快捷的路径。比
如，针对就业歧视中的维权成本太高，应该成立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接受申诉，进行调查、调
解，受理、代理与就业歧视有关的案件，通过公
益诉讼、集中维权，让违规者受到相应的法律处
罚，甚至受到严厉处罚。

美国于 1965 年成立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
会，就受理包括种族、性别、残疾、年龄等在内的
就业歧视投诉。这些机构建立起一整套识别、判
定就业歧视的规则，可以依据招聘广告内容、发布
渠道、求职简历要求以及企业的历来表现等予以
认定。一旦构成就业歧视，企业会受到重罚。我
们不妨借鉴这一点，成立平等就业委员会，通过法
律精神的落地和处罚，敦促用人单位更看重“学
力”，为各类人才搭建宽阔舞台。

（作者系时评人）

杜绝“以校取人”
要靠法律撑腰

耿银平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
《关于下达 2016 年动态调整撤销和
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的通知》，多
达 175 所高校共撤销 576 个学位点，
其中还包括大量博士学位授权点。
此消息一经媒体传播，立即引发高校
师生热议。

通观既往，研究生教育发展史可
称得上是一部数量和规模的“加法
史”。当时，很多高校把学位授权点
数量作为实力体现，由此带来一哄而
上、多路并进地增设专业和学位授权
点的现象。有些高校甚至在教育经
费严重不足、生源质量不佳、学科师
资薄弱、办学条件简陋的情势之下，
带着“不报白不报”的心理尽可能扩
大增量。久而久之，公众对学位授权
点自然就形成了一种“能上不能下”

“能加不能减”的惯性思维。
令人遗憾的是，热衷于追求学位

授权点数量的大而全，势必导致人才
培养低效，更遑论学校特色与优势。

“重申报、轻建设”也势必导致人才培
养与市场需求脱节，出现结构性浪费
和结构性缺失。最终，某些学位点日
渐游离于在学校发展的主要方向之
外，失却了应有的学科活力，成为鸡
肋。

客观而言，这场关于学位授权点
的“减法改革”缘起于全国研究生教
育质量工作会议决议，发端于研究生
教育真正进入“质量时代”。当然，此
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高调公开学位
授权点动态调整，体现出一种示范效
应。事实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学位条例》规定，学位授权点并非“保

险箱”，学位授权点本无终身制，这为
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提供了坚实制
度保障。从长远来看，这场“减法改
革”是“双一流”建设的现实需要，也
是教育供给侧改革迈出的重要一
步。不可否认，这也是对过去非理性
发展的一种纠偏行为。

高校撤销一些学位点的同时，也
新增了一批学位点。在“一减一加”
之间，高校从既往重视外在量化指标

和静态发展性指标中解放出来，实现
了学位点的优化布局和学科系统的
优化再造。而学位点动态调整是学
科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坚持有所为、
有所不为的差异化发展理念。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这次
“减法改革”系高校主动“瘦身”，彰显
了高校办学自主权，突出了学位授权
点的主体地位，学科治理框架和总体
布局日渐明晰、科学，体现出高校把
内涵质量作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第
一要务，形成了需求与条件两结合的
灵动机制。

当然，社会对这次“减法改革”期
许颇多，寄予厚望，但笔者更期待能
以此为始点，增强学位授权点对学科
建设及研究生教育的适应性、引领
性。譬如，尝试推行新公共管理等理

念，构建以学位授权点的内部质量保
障为主体，以教育行政部门为引导，
学术组织、社会团体参与的“三位一
体”治理体系。同时，开展周期性和
常态化的认证和评估，结合自身学科
与培养特色自我诊断，形成各司其
职、开放互通的良性循环。

此外，还要在培养质量至上的教
育新常态下，坚持科学的研究生教育
质量观，凸显学位点资源配置的长远
规划，提高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契合度。事实上，一些被裁撤学位
点可跨界进入一些新兴交叉学科或
跨学科序列，这样既契合了产业链延
伸交叉等特征，又适应了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的需要，从源头上让学
位点顺应社会现实需求。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学位点“瘦身”为研究生教育提质
张立迁

/ 漫话 /

据媒体报道，江苏萧山一位
网友日前在网上贴出自己学校的
检查新规定。细看检查标准，制
定得很细。这位网友说：“这些我
都能接受，但那个自然卷要出示
证明，我去哪里打？要不我把我
妈叫来你自己看。”原来，在检查
卷发、烫发、染发的规定后，新
规定还有句备注写着，“自然卷必
须出具事实证明”。

自证卷发？

薛红伟薛红伟 绘绘

山东某高校外国语学院一名辅导员没有想
到，他在年级会上宣读学生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
绩，竟引来部分学生在班级 QQ 群里的匿名声
讨。在向学生喊话之后，这名辅导员在群里也用
脏话回骂学生。（澎湃新闻10月21日）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专业化的当下，
辅导员的社会认同越来越少地取决于身份标签，
越来越多地依靠角色扮演的质量。辅导员在年级
会上宣读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的初衷，在于激
励学生更加注重学习、提高考试成绩。然而，这
样的做法忽视了一些学生的心理感受，让一些学
生产生不满甚至抵触情绪。一些学生穿上“马
甲”辱骂辅导员固然不对，辅导员针锋相对地

“回骂”则是错上加错。
面对大学生群体的结构性变化，高等教育从

业者如果依然在陈词滥调里打转，难免会遭遇大
学生“用脚投票”。尊重和回应大学生的利益诉
求，更好地服务于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教育工
作者改变过于僵化的教育方法。对于高校教师来
说，要在细节上考虑得更周全、在语言上多一些
温暖。学生也好，辅导员也罢，都不能陷入“有
诉求就过激，一过激就伤人”的套路，再合理的
诉求也要注重表达方式的合情合理。只有每个人
都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各美其美，美人之
美”，学生和辅导员才能“美美与共”。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师生对骂原本
可以避免

杨朝清

在“一减一加”之间，高
校从既往重视外在量化指标和
静态发展性指标中解放出来，
实现了学位点的优化布局和学
科系统的优化再造。

开办国际学校本来是为一些孩子
提供适应国外教育的机会，推进国内
教育改革。然而，国际学校持速升温
的背后，却出现了一些与开办国际学
校初衷背道而驰的问题。比如，由于
准备不充分和自身能力不足，有的国
际学校徒有其名，导致学生和家长的
正当权益遭受损失。

我国国际学校有以外籍学生为主
的学校、公办学校国际部、民办国际学
校三类。目前来看，前两类报批并接受
监管，办学比较规范。而招收学生最多
的第三类比较混乱，主要原因是国际学
校在我国教育监管上存在空白地带，国
际学校开办几乎没有门槛。有的投资
者只重短期利益，还有一些地方教育主
管部门把关不严，监督不力。

对国际学校进行有效监管，政府
首先要从法律层面明确国际学校的定
位。我国曾明确承诺，将有限开放高
等教育、成人教育、高中阶段教育、
学前教育和其他教育市场，但对于义
务教育市场开放则没有承诺。《中外合
作办学条例》 中指出，可在高中阶段
申报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小学及初中
则明令禁止。这些存于政策灰色地带
的国际学校，目前是在依靠市场“自
净”，这是远远不够的。

同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做好
国际学校跨境教育审批和质量认证工
作。国际学校要有自己的准入制度，要
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要通过教育行业
或者认证体系来解决准入问题。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也要做好国际学校开办
的事中监管和事后纠偏工作，把国际学
校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与本地教育相融
合，发挥国际学校的特色，推动教育教
学改革，真正培养融入国际社会的杰出
人才。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教育
局公务员）

以监管遏制野蛮生长
曹灿辉

国际学校承载着国际教育功能，不但其
资本国际化，教学内容亦注重国际化。也正
因如此，国际学校的课程体系与普通高中完
全不一样，孩子很难再重新适应国内高考，
再加上整个行业的野蛮生长，选择国际学校
确实存在很大风险。一旦接受了国外的课程
体系，也就意味只有走出国留学这一条路。

低门槛造 成 了 国 际 学 校 的 粗 放 式 发
展，并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和整治的乱
象，如师资不到位、管理理念不合、存在
虚假宣传和乱收费等，而且对后续费用有
极高的要求，确实需要家长们慎重考虑和
选择。尽管如此，国际学校依然成为市场
上的宠儿，其中原因耐人寻味。显而易见
的是，如此旺盛的需求并非跟风使然而是合
理诉求的表达。应该意识到，也有一部分因
素是国内公办教育满足不了一些家长对优质

教育的需求，随着家长们国际视野的扩大，
国际学校才应运而生。

其实，这种状况跟留学潮和留学低龄化
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的表现。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 《2016 年中国出国留
学发展趋势报告》指出，我国留学生的年龄
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以中学生为主体的
低龄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截至 2015 年 11
月，赴美就读的中小学生已高达 34578 人，
占在美就读的国际中小学生的52%，并继续
保持两位数增长比例。

如此背景下，以国际化和留学为主要功
能的国际学校自然追求者众多。有专家认
为，在当前我国一些地区中小学“千校一
体、万校雷同”的现状下，个性与特长无以
得到发挥与培养，国际化教育的愿望和诉求
得不到满足。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环境和

成长空间，有条件的家庭便选择了出国留
学，并突出了一个“早”字，从而造成留学
的年龄越来越低。

从市场维度来说，国际化下的国际教育
必然需求强劲，国际学校出现增长在情理之
中。尽管当前国际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还有不
少问题，但应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从尊重
市场和尊重需求的角度，引导其健康有序发
展，而不是基于风险的打压，这样反倒会滋
生更多乱象。

就当前来说，国际学校所存在的问题，
主要还是监管相对滞后，未能跟上行业发展
使然。若能基于国际学校的新形态，不断完
善办学标准和监管体系，再辅以行业自律机
制，那么国际教育就会形成源头活水，让国
内学生享受真正国际化的教育。

（作者系职员）

注重教育需求才是正道
堂吉伟德

/ 快评/

征 稿

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在你面
前，你没有及时写评论，等到事过了才后
悔莫及。怎样才能让这样的遗憾不再发
生？如果我是你，我会拿起笔或敲下键
盘，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事件发
表意见，欢迎你对身边的教育现象说说看
法，欢迎你对评论版刊发的文章展开争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话题
有关痛痒，语言干净利落，立场鲜明坚
定，逻辑严谨缜密，有锐气，有温度，接
地气。

我们只有两个小要求：短文，字数在
1000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投。好文章
一经采用，奉上优厚稿酬。您可以通过邮
箱 （jybpinglun@vip.163.com） 给我们投
稿，或者登录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论
网络互动平台 （pgy.voice.edu.cn），申请
开通个人工作室，直接将您的稿件发布在
个人工作室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