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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幼儿园学生每
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放学，家
长却要五点左右才能下班。
学生早放学，家长晚下班，
这段无法同步的时间里，孩
子怎么办？“三点半难题”
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为
了破解这一难题，北京、上
海、南京、济南等地几年前
就积极尝试并出台政策，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老
百姓解困。

地方政府积极作为，极
大减轻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如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能采
用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
等措施，对参与课后服务的
学校、教师给予适当的补
贴，家长就不用支付高昂的
托管费，把孩子送到校外

“托管班”。这对于广大工薪
阶层，尤其是进城务工人
员，无疑是一个大福利。学
生放学后，留在学校，在老
师的组织下开展一些体育运
动，有计划地安排观看优秀
影视作品，及时完成一些家
庭作业等，利于学生的教
育、成长与发展。因此，此
次指导意见的出台可谓国家
给家长送上的一个值得期待
的大礼包。

当然，我们也要谨防指
导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变味、
变质。为了杜绝乱收费，杜
绝挤占学生课后时间进行补
课，许多学校采用的方法是
一刀切，严格执行相关要
求，狠抓办学规范。现在有
了教育部的指导意见后，是

不是可以向家长收取一定的
课后服务管理费了？是不是
可以借此集体补课，延长学
生的学习时间，抓分数了？
一个好政策出台，一定要防
止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形，
提防把好经念歪了的现象。
最怕的是，上面描绘美好愿
望，老百姓充满热切期望，
结果完全走样，学生课后服
务问题成为家长、社会诟病
的又一个矛盾点。

为什么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会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引
起教育部的关注？我觉得，
在关注如何解决的时候，是
不是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
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既然
课后服务是因为学生放学
早 、 家 长 下 班 晚 造 成 的 。
我们能不能让学生放学的
时间与家长下班的时间同
步起来呢？这样一来，不
就没有所谓的课后服务这
个话题了吗？许多企事业
单位都是朝九晚五，而中
小学生则不同，他们早上
上学的时间要早于家长上
班时间，教育部又严格规
定中小学生在校时间不能
超过 6 个或者 7 个小时。如
果我们能把中小学生上午
到校时间调整为 9 点，与
家长上班时间同步，不仅
没 有 了 课 后 服 务 这 一 问
题，大家关切的中小学生
睡眠不足问题，也能迎刃
而解。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国
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校长）

谨防好经“念歪”
罗树庚

显然，教育部此项政策落地的
背后是强烈的社会需求。一则，缩
短学生在校时间的减负之举弊端日
益凸显。例如，重庆市的小学生很
多是下午三点左右放学，如此早的
放学时间与大部分家长的下班时间
不相符。小学生在放学后与家长下
班前的这段时间里，一旦缺少有效
监管，很有可能成为游戏厅、网吧的

“常客”，这对孩子的成长明显不
利。二则，首都师范大学的一项调
查显示，当前中小学生有七成在参
加课外培训。如此高的比例，既会
提高家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一些非法、违规的课后培训机构也
会给学生安全和成长带来隐患。三
则，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处于深水
期，家长对孩子升学有焦虑。在此
背景下，课后参加培训成了不少家

长的选择。正因如此，部分中小学
教师开始参与“有偿补课”。

教育部出台中小学生课后服务
工作的具体要求，积极意义不言而
喻：一来，留守儿童或进城务工随
迁子女会在放学后有一个好去处，
有效纾解了这部分民众的现实焦
虑。二来，教师可以为有需求的学
生辅导作业，这有利于减少违背师
德的行为。三来，此举将迫使课外
培训机构重新洗牌，对建立健康有
序的课后培训体系起到推动作用。

虽然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已经从
顶层设计上做出了安排，但要烹制
好课后服务这道“菜”，单靠一个

“好厨子”显然不够，还要细化几
点内容：一要建立各级联动的政府
购买服务模式。既然将课后服务定
性为民生工程，政府埋单便顺理成

章，但一些欠发达地区因财力有
限，未必能拿得出配套资金来。因
而，要通过建立省市区联动模式，
确保政府部门履职到位、投入到
位。二要厘清学校和家长的权责关
系。孩子一旦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后
服务，就势必多出安全责任。各地
在落实当中，要细化学校及家长各
自的权责，既要确保学生的安全，
又要避免增加教师的工作量。三要
明确家长的投入比例。对于学生课
后服务需求较多的地区及学校而
言，学校、教师的管理难度大、辅
导任务重，而财政补助有限，如此
一来，应明确家长对孩子参与课后
学习要给予一定投入，以保障此项
政策的正常运转。

（作者系四川省绵阳市第二中
学教师）

课后服务不光需要“好厨子”

课后服务应作为民生工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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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进
全国政协委员、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

传承传统文化是这几年非常
热门的议题。回想这几年我向全
国政协提交的提案，涉及该议题
的竟有十多个。

我在2016年的提案《关于进
一步加强对文化传承背后价值取
向的引导的建议》中提出，应关注文
化传承背后的价值取向问题，进一
步加强对文化传承行为的价值导
向。我们对传承什么样的传统文
化应该是有选择的。什么是优秀
的文化传统，什么是“传统美德”？
这需要判定、选择。而判断和选择
的依据，就是先进的价值观。

传承传统文化，已成为当前
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热点现
象。全国各地都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诸多
问题。例如，缺少文化传承的自
觉意识，有为传承而传承的倾向；
缺少文化传承的价值意识，热衷
于传统文化形式的演绎，忽略了
对传统文化含有的丰富历史信息、科学信息、文化信息，所内蕴的精
神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的发掘；缺少文化传承的开放意识，以
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名，拒绝或排斥对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和资源的
吸收、借鉴、利用；更有甚者，出于某种功利考虑，出于某种媚俗心态，
借传承传统文化之名，行传播封建落后意识之实。

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文化传承的目的。无论
文化的传承还是创新，背后都必须有先进的价值依循；没有先进的价
值依循，文化的所谓传承可能会导向盲目复古，文化的所谓创新可能
是搞出一堆“新”糟粕。因此，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上，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导，有效遏制盲目传承导致的虚假文化繁荣现象；要让
传统文化成为有效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我曾在《实施和推进文化遗产解读工程，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2014年提案）中，针对目前文化遗产保护重物质投
入、轻价值挖掘的现象，提出要实施文化遗产解读工程。我先后提交的提
案，中心意旨都是如何让传统文化成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有效资源。

让传统文化成为有效资源，实际上是强调如何让文化传承更好发
挥其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功能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化育人心，使其社
会更加文明。各类文化工程应充分发挥文化的“润物细无声”的独特作
用。传统文化传承工程也是如此，与之相关的文化工作、文化产业、文化
产品，最终实现的必须是文化的功能，如果没有达到“化育人心，使其社
会更加文明”的效果，文化传承就是未能起到有效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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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两会期间清华大学
副校长施一公教授谈到对优秀高
中生出国的忧虑。施教授认为，
近年来高中生出国现象愈演愈
烈，尤其是高中的优秀学生群体
中，出国的也越来越多，这对国家
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等影
响是深远的。“智力流失对国家发
展造成影响，建议国家做出一些
应对，比如现在的公办教育做得
好，对民办教育是不是可以给予
更多的支持，作为对公办院校的
补充。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助于
留住优秀人才？”施教授说。

其实，优秀高中生恐怕还不
能算“优秀人才”，不过他们至少
最具成为优秀人才的潜质。我完
全同意施一公教授的建议。如果
最优秀的孩子从高中阶段就开始
流失，的确是我国潜在的损失，所

以国家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遏制
这种流失的势头。不过，我想补
充的是，国家不应仅仅为了“留住
优秀高中生”才办好民办教育或
办好教育，而应着眼于为每个普
通孩子办好每所学校。

中学生出国现象的确愈演愈
烈，原因很复杂，但某种意义上说
也很简单，就是少数家长对中国的
高等教育不是很满意。作为中学
教师，有一点我感受很深，就是从
接触的每年进入中学工作的大学
毕业生来看，无论社会责任感、吃
苦耐劳精神，还是人文素养与专业
能力，似乎不如往年。当然，不是
所有大学毕业生都很差，也有出类
拔萃者，但平庸者也不少。有的还
毕业于著名大学。

我不否认中国的基础教育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也不否认专家

们说的十年课改“成就辉煌”，但
客观事实是，一些学校有实质性
的教育改革，实施了真正意义上
的素质教育，也有一些学校依然
在强化应试。于是，有的家长开
始让孩子“在家上学”。据有关机
构最新统计，目前中国“在家上
学”的孩子已有 6000 人左右。还
有一些家长为了绕开中考和高
考，干脆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或
重点中学的国际班，孩子中学毕
业后直接送出国外。于是，各种
私塾式的学校，还有类似“夏山学
校”的民办学校应运而生，且越办
越红火。各地各类“微小学校”数
量也呈上升趋势。

然而，这种选择成本实在太
高，单说昂贵的学费就不是一般
工薪阶层的家庭能承受的。如果
是农村的贫寒子弟，学习成绩再

优秀，也难有机会出国。所以，办
好每一所小学、中学和大学，不仅
仅是为了少数出类拔萃的“贵族
孩子”，也是为了优秀的平民子弟
和贫寒学子。

其 实 ，这 样 说 依 然 是 片 面
的。如果往深处细想，难道我们
的教育仅仅是为“优秀生源”办的
吗？如果说办好高校是为了“防
止优秀人才流失”，那么在高等教
育已经进入“大众教育”的时代，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每个普通的孩
子办好每一所大学、中学和小学
吗？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喊了多
年，如果我们现在依然秉持“精英
教育”的思维，我们的教育还有希
望吗？如果说，过去的中国因为
经济不够发达而不得不“集中有
限的财力办好少数学校”，那么今
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每
个孩子办好每所小学、中学和大
学呢？

当然，为每个孩子办好每所学
校，不仅仅是政府的使命，也是每
位教育者的责任。作为教了 36 年
书并担任过9年校长的我，想到这
一点只有惭愧甚至羞愧。中国的
教育、校长和教师是否经得起这样
的考问：我们的学校是不是让家长
们放心？我们能不能让孩子每天
晚上都有足够的睡眠？教育是不
是让每个孩子的奇思妙想不被扼
杀而都能成为人才？⋯⋯

中国的学校应成为中国家长
的首选，尤其是公办学校。如果真
的办好了每所学校，我们还会对优
秀高中生出国现象忧心忡忡吗？

（作者系四川省中学语文特
级教师）

为普通孩子办好每所学校
李镇西

在今年全国政协会上，俞敏
洪委员表示：“划分学区本意是
好的，但重点小学和一般小学之
间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是客观存
在的。国家要下大功夫调配资
源，弥补学校之间的差距。”此
番见解又一次将学区房问题推到
了风口浪尖。

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接
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所谈到的，学
区房问题是择校热的副产品。而
择校热是在义务教育普及之后，
人们想上好学校、接受更优质教
育的客观表现。校区房、学区房
问题随之出现，且这种房子、资
格也市场化了。对此，需要用综

合治理的办法来解决，通过推进
教育均衡发展来解决，这样择校
热才能逐步降温，才能保证每个
孩子受教育的权利。

应该看到，教育部近些年为
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均衡发
展，提出了就近入学政策，此种
立意、出发点都是正确的。但这
一政策执行过程中也面临各种各
样的现实问题。各地在落实就近
入学政策方面，大多数采用了

“划片入学制度”，以户籍或长期
居住地为准，这就使得“科学划
片”变得非常重要。2014 年，教
育部推出“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小
学、初中”的多校划片、随机摇

号等措施，以弥补单校划片的不
足，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区
房的竞争热度。

在这个政策的执行过程中，
各地至少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就近”如何理解、如何划
分。就近是一项划分入学权的规
则，规则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在保
护一部分人的合法利益的同时，必
然会伤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
就近入学并不意味着直线距离最
近入学，“就近”不等于“最近”。

二 是 教 育 资 源 不 均 衡 的 问
题。尽管有义务教育法的约束，
但教育资源分布不可能是绝对公
平的。这就导致了办学过程中，

学校要追求特色化发展，这就为
老百姓“选择学校”埋下了伏笔。

三是人民群众教育选择权的
问题。老百姓为自己的子女选择
学校本身并没有错。如果将教育
选择权完全由“家庭住房”来决
定，这将导致学区房热的出现。
当人们发现不能人为地为孩子选
择学校，只能把所有入学的希望
寄托在学区房上，这就导致学区
房的竞争愈演愈烈。而生源的流
动性又导致办学质量、水平的差
异，生源不均衡分布导致办学质
量与水平的差异，久而久之必然
加大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要从根本上解决“学区房”

问题，就必须直面教育资源分布
不均衡的客观存在，在促进教育
资源均衡化方面下大力气，进一
步做大优质教育资源的盘子。并
依法增加经费投入，合理调配教
育资源；落实义务教育学校管理
标准，实施中小学标准化政策；加
强薄弱学校建设，缩小校际间的
差距；建立教师交流制度，实现教
育人力资源的均衡配置；不断进
行制度创新，合理引导择校行为
等措施。这些都是解决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根本办法，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学区房”的问题。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教育
科学研究院院长）

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化解“学区房”挑战
吴颖惠

/ 两会快评 /

教育部日前印发了《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地开展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提出
要求，如要求各地中小学利用各自优势积极作为，通过引导学生自主阅读、体育锻炼及娱乐游戏、拓展训练等，
及时为家长解决后顾之忧。两会期间，也有代表建议小学设托管场所，错开放学下班时间。如何解决令人头痛的

“三点半”难题？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需要做好哪些工作，注意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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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不是为了争夺世界排名

国家在教育资源上的倾斜，不仅仅体现在中小学重点学校上，也体
现在大学教育上。但大学教育不能因此忘本——大学教育不是为了争
夺全世界教育排名，重点是让学生未来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才能和技能。

——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 俞敏洪

高校科技论文指标滥用误用应予以规范

目前，我国许多高校的科技论文指标滥用误用已很严重，对科
研造成了一定破坏。国家科研管理部门应组织力量，及时梳理各种
指标，明确每个指标的定义和测试内容，并加强指导。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学院院长 高抒

给青年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科研保障

对青年科技人才实施常规性资金支持，有关部门应建立常规性
资金支持制度，增加固定经费，减少竞争性经费，并调整人才队伍
结构，进一步完善职称制度、院士制度、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博士
后制度等高层次人才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委员 霍金花

传统文化 142

民办教育 107

255政府工作报告

207公平优质

中国教育报刊社“教育
行业数据分析与信息服务平
台”监测显示，3 月 6 日 17
时－7 日 17 时，与“两会教
育”相关的文章共6105篇，两
会舆情进入高峰期。通过大
数据聚类分析可知，“政府工
作报告”“公平优质”“学前教
育”“教育经费”“传统文化”

“教育公共服务”等议题最受
关注。与前一日相比，当天
新增了“教育公共服务”“校
园贷”“体育”“教育现代化”
等热点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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