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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费”还是乱收费？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某中学家委会成员利用家长会劝捐“感恩费”1200 元，校方称家长自愿把

钱捐给雅安市教育基金会的“奖教助学”活动。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天全县教育局作出回应称：经初
步调查，雅安市教育基金会事前并不知情，媒体在报道中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劝捐感恩费

眼下，似乎与逐渐降温的时
节相呼应，一些家长的心情指数
也在滑向冰点。

这不，一位孩子上小学一年
级的妈妈在 《中国青年报》 吐
槽：“自从学校要求写印刷体拼
音，我们娘儿俩就开始奋斗星级
作业。为了把每个拼音写成印刷
体，不知牺牲了多少橡皮。看似
不多的作业，常常做到孩子眼皮
打架，每每以我的内心崩溃结

束。”
同样崩溃的还有湖北黄石市

民杨先生。据媒体报道，原来他
女儿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推广一
款软件，他多说了几句话，被班
主任踢出群。他找到学校理论，
校长说他在群里“传播负能量”。

一边是打掉牙齿肚里咽，每
天内心崩溃着；一边是路见不平
一声吼，结果被踢出群。“残
酷”的现实昭示一种怪现象，要
么忍气吞声，要么以身试险，好
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果真如此
吗？良好的家校关系，乃至教育
的良性发展，难道只能依靠这种
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吗？

不得不承认，某些教育措施
带来的只是被动接受或激起民愤
的结果，一定是某个地方出了问
题——不在于哪怕极其细微的班

级规定，抑或事关民生的宏大改
革本身科学不科学，而在于是否
有相关利益群体坐下来静心沟通
的空间，是否为后期的纠偏、完
善留有余地。站在历史的角度
看，任何改革成功与否，以及能
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
有“缓冲地带”，即无论在改革
颁布之前、之中还是之后，相关
主体都有渠道理性商讨、顺畅交
流、查缺补漏。

尤其是教育政策或教育措
施，由于事关每个家庭、每个孩
子的未来，所以更要留出缓冲地
带，让相关主体参与到决策中
来，这是教育行业本身的性质所
决定的，也是家委会、校委会、
教育督导部门等第三方组织存在
的价值所在。

只有深层次的交流，才能把

更多可能出现的风险、可能潜在
的问题摆在台面上，找到妥善解
决的方法。以家庭作业为例，浙
江宁波鄞州区教育局近日出台了
新的中小学作业管理规定，提出
了中小学教师作业布置的要求：
如果学生做作业时间超过晚上
10 点还未完成，在家长证明下，
学生可选择不做完剩余的作业。

有媒体评论曰，“积极意义
值得关注，但能实现吗？”言外
之意是担忧文件又成一纸空文。
其实，媒体怎么看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鄞州区的学校与家长能否
达成共识，对规定附带的多种可
能有着一致理解。例如，为什么
是晚上 10 点而不是 10 点半？写
作业有拖拉习惯的孩子怎么办？
如果孩子一直在上课外班，没时
间写作业，是否也要遵此规定？

这些都不是一纸文件能解决得了
的，需要学校和家庭坐下来好商
好量，寻求应对之方。

很多教育改革遇到重重阻
力，走不下去或半途而废，往往
是家长式作风过盛的结果，没有
设立缓冲地带，没有回旋的余
地。而教育要想得到良性发展，
很多时候不是我说的算就要听我
的，我的地盘我做主。好的教育
措施之所以深入人心，顺利推
行，一方面是瞄准了利益主体的
诉求，另一方面则是畅通了针对
政策的讨论空间，使政策制定者
能最大限度地倾听来自各方的声
音，不断在执行中纠偏、改正、
完善。以家长微信群而论，把群
规放在前面，家校之间可以讨论
哪种议题，不能发布哪些言论，
有了明晰规定，显然能减少矛

盾。一旦发生争执，把家委会作
为缓冲区，也不至于落个彼此翻
脸、无路可退的地步。

其实，再难的教育问题也有
妥善解决的方法，毕竟家校之
间乃至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
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培育有能
力、有思想、有担当的孩子。既
然目标总体一致，剩下的就是建
立沟通机制，畅通交流渠道，增
强缓冲地带的公信力和决策力。
遇到问题，各方拿出诚恳的态
度、倾听的姿态，相信以当下人
的智慧，是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当缓冲地带清楚地展现在家
长、教师、学校乃至每个社会公民
面前，都知道通过何种渠道表达
自己的主张，悲催的群体就会有
所减少，教育难题即使暂得不到
解决，也在解决的路上。

教育发展离不开“缓冲地带”
张贵勇

“系统育人”概念的提出，直指
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
一个根本性问题：各种教育力量相
互割裂，无法形成系统合力。

就教育系统内部而言，尽管一
系列改革重点和举措不断出台，尤
其是围绕着打破“应试导向”的控
制和垄断，根治基于“应试思维”
的 痼 疾 ， 真 正 从 “ 教 ” 走 向

“育”，改革从课程改革、招生考
试、加强德育和其他思想教育、拓
展学校各类活动形态，到推动学校
整体改革，直至学校教育制度整体
结构性改革，实现教育均衡政策
等。这些改革虽然各自取得了一定
成效，但相互之间常常存在着种种
割裂、矛盾、冲突之处，导致不同
领域的教育改革成效相互弥散、彼
此消解，无法统整为实现育人目标
的“系统力量”。

更大的瓶颈和困境来自教育系
统的外部，强大的文化传统惯性、
社会舆论风气和道德氛围、地方政
府政绩考核观等共同形成的不利于
驱除“应试崇拜”的社会生态环
境，与教育系统内部的改革形成或
明或暗的冲突，在持久的拉锯、博
弈中消耗着教育改革者的改革热情
与动力。为此，要改变“应试问
题”这一制约学生身心发展和中国
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需要教育内
系统、外系统分别清晰自己在强化
应试上起了什么实际作用，必须承
担何种改变的责任，并在自身作用
力和影响力上，既各尽其责，也在
育人目标、育人方式上达成共识，
协同构建有助于形成相嵌、链接、
互补、共生的教育合力的育人体制
机制，立德树人的目标才可能得以
实现。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 明确提出：“系统推
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
制、保障机制改革，使各级各类教
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更加符合人
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着力培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系统
育人”的概念由此生发，成为指引
未来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与
目标。

“ 系 统 育 人 ” 和 “ 系 统 教 育
力”的提出，还给教育生态带来一
个显著的变化，即对教育体制和机
制提出新的要求。它需要全社会共
同创造体制机制的条件与基础，形
成基于系统育人、发挥“系统教育
力”的体制机制格局，充分发挥体
制机制的育人价值，实现全体制育
人、全机制育人。如果以“系统育
人”为尺度和眼光，好的教育体制
机制不仅本身具有育人价值，而且
能“系统发挥”育人价值。它的基
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关键词：

一是“共享”。尽管存在不同
层面、类型和运行方式的教育体制
机制，但它们都共享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共同遵循“教育尺度”，
共同以“立德树人”为育人目标，
这是基于系统育人的教育体制机制
变 革 的 前 提 性 基 础 。 二 是 “ 关
系”。如同 《意见》 中指出的那
样：“健全立德树人系统化落实机
制。强调要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
体系。层层深入、有机衔接。”三
是“互补”。四是“互动”，促进不
同领域、类型和层次的教育体制机
制，彼此之间产生相互作用、相互
影响，形成“多向互动”“整体联
动”“纵向滚动”“横向脉动”的良
性循环互动的大格局。五是“综
合”。六是“融通”。

具备如上六大特性的教育体制
机制，才是有利于“系统育人”的
体制制度生态和格局，才有可能成
为 《意见》 中倡导的“充满活力、
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
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才可能凝
聚全社会的“系统教育力”，在整
体化、全过程化中，让体制原力、
机制活力与教育伟力实现系统共
生、交融共生和共生共长，以系统
育人的方式，整体推进中国教育体
制机制改革。

也只有如此，一个全社会、全
体制、全机制、全时空“系统育
人”的新时代才可能最终到来。

（作者李政涛系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文娟系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
语 学 院 副 教 授 ， 原 载 《光 明 日
报》，有删改）

凝聚“系统
教育力”

李政涛 文娟

/ 论教 /

垃圾处理场就建在学校旁边，多年
来，学校千余名师生饱受难闻气味困扰。
不久前，有媒体报道了困扰安徽东至县昭
潭中学师生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引发
各方关注。报道出来后，有读者来电质
疑，为何垃圾处理场能建在学校附近？有
没有相关手续？

池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按照要求，所在建设项目肯定要有环
评手续，“即使是民生工程，也要完善相关
手续，依法操作”。在有关部门督促下，垃
圾场内所有垃圾目前已清运完毕，并在周
边扎起篱笆墙，同时当地还决定在相关处
置方案未出来前，暂停用这处垃圾处理场。

垃圾场岂能
“傍上”学校

/ 漫话 /

薛红伟薛红伟 绘绘

一边是学校称家长自愿捐款，另
一边是家长们的怨声载道。表面上说
是自愿，实际上任谁都明白，这种方
式玩的就是心理战术，即“大家都交
了，如果你不交，就是在唱反调”。
这种变了味的“自愿”，成了学校乱
收费的“遮羞布”。

另据当事学校校长称:“捐款之前
的调查报告已经显示，80%的家长愿
意捐钱，钱由家委会成员代收，存到了
市教育基金会账户，捐款名单也在家
委会手里，具体捐了多少钱，校方并不

清楚，教师并没有直接收钱，不愿意捐
的家长，可以申请退款。”言外之意即
是，学校对所谓的“感恩费”并不知情，
一切活动都由家长委员会组织并开
展。这理由恐怕也并不能让人信服。

首先，虽然这笔钱都是由学生家
长掌握，最终没有到学校账上，但学
校却回应，第一次捐款的 50 万元是
当地教育基金会用于学校的“奖教助
学”资金。而与此矛盾的是，雅安市
教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却回应说:

“时隔多年，都没有组织人再进行募

捐活动，学校的捐助活动跟基金会没
有任何关系，基金会的钱都是用于灾
区 学 校 等 硬 件 设 施 建 设 的 专 项 资
金。”试问，家长们交的“感恩费”
到底去哪儿了？

其次，利用家长会捐款，在该校
已经是第二次，第一次捐款还曾被家
长向相关领导反映。那么，学校对这
样的情况不可能不知情。当然，也许
在 一 部 分 家 长 看 来 ， 这 1200 元 的

“感恩费”要是真能用于奖教助学，
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向社会募集资金

用来助学，要的是透明和公平。如果
这个前提都没有保证，那么“自愿”
二字就仅仅是学校变相强捐的“遮羞
布”而已。

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地方教育乱
收费的问题由来已久。对此，必须实
行学校收费“公示制”，强化“问责
制”，在着力优化教育存量资源配置
的基础上，引导收费从“失范”走向

“规范”，才算以儆效尤。
（本文作者宋潇，原载 《潇湘晨

报》，有删改）

引导收费逐步走向规范化

消息不长，其要点也在报道中披
露清楚了。但是，笔者从中读到了一
系列怪异：劝捐的并不是学校，而是家
长委员会；家委会那几个成员没开腔，
校方倒急着出面否认劝捐，声称乃家
长自愿；还有，雅安市教育基金会说事
先并不知情，天全县教育局就这么采
信了？

目前中小学的家委会，一般分校
级、年级和班级。家委会的产生方式
虽说是竞选，但往往由校方或年级、班
级老师出面组织。前不久上海一所小
学的班级家委会竞选，就相当热闹。
这说明家委会是个相当有吸引力的组

织。从这个角度说，家委会能不配合
校方的“工作”，出了事能不积极“担
责”吗？

相关报道说，11 月 12 日，四川雅
安市天全县某中学召开本学期家长
会，家长们按照通知需缴纳跟去年一
样的 1200 元捐款，上不封顶，这笔捐
款被家长称为“感恩费”。天全县教育
局 14 日的通报，除了否认雅安市教育
基金会知情外，还明确表示报道所反
映的情况基本属实，那么就是承认家
长认捐并非出于自愿。

至于那个“奖教助学”基金，学校
跟它之间当然存在着不可否认的间接

利益关系。校方不愿出面让家长们
“自愿”捐款，请家委会诸君代为劝捐，
也在情理之中。但这样做，终究是不
对的；把劝捐说成自愿，出事以后又忙
着给自己撇清关系，更是既缺乏担当
又显得掩耳盗铃。

天全县教育局声称已启动问责程
序，对相关人员予以严肃处理；天全县
委宣传部也回应称，该县纪委已介入此
事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并问
责，绝不姑息。这些信息都说明，劝捐

“感恩费”绝不是学生家长委员会之所
为，家委会成员不过是提线木偶而已。

一个事件如果惊动了纪委，那多

半是存在违法违规情节了。1200 元
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每位家长都不得
不“自愿缴纳”这 1200 元“感恩费”，且
年年缴纳，那么其中的问题之大，恐怕
会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希望天全县真
能如县委纪委所表示的那样，对违规
行为进行严肃查处并问责，绝不姑息。

而天全县教育局表示将在全县范
围内开展拉网式排查，进一步规范办
学行为，说明这个问题在该县具有普
遍性。真心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引起
更高一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

（本文作者朱达志，原载《中国青
年报》，有删改）

家委会怎能成学校的提线木偶

稍作梳理，便可发现“感恩费”事件
颇多蹊跷。

说是“感恩费”，却更像是变相的补
课费：校长表示临近中考，学生亟待补
课，但是学校有“困难”，家委会心领神
会发起募捐——怎么看都像索贿行贿。再
说，这是第二次捐款了。据说上一次捐款
后，县教育局纪委就约谈了当事学校的校
长，从结果来看并不理想。

再者，家委会声称以雅安市教育基金
会的名义募捐，募集到的钱也存在了基金
会的账户上，后者却坚称两次皆不知情，
要么是这个家委会涉嫌诈骗，要么是基金
会公然撒谎，二者必居其一。最关键的
是，说是捐款，却非自愿，最少 1200 元
没商量。

天全县纪委终于出面，表示要严肃处
理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发生。只是不知道处
理谁，会不会到最后谁都没责任，而作为
始作俑者的家委会纪委又管不了？

老师教授学生知识是其职责，业余时
间为学生补课本来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一
收补课费就变味，所以教育主管部门才会
明令禁止。感恩当然没错，但是如果做了
分内之事都需要用金钱来表达，并且还带
有强迫的色彩，这是对感恩的亵渎。

如此“感恩费”，是对教书育人的亵
渎，不要也罢。

（本文作者胡雪言，原载 《现代快
报》，有删改）

变味的“感恩费”
不要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