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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晚托班是一项民心工程
据 《钱江晚报》 报道，近日，杭州滨江区4所小学首推免费晚托班，一直到傍晚5点，运行成本

全部由财政负担，不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晚托班“不上基础性文化课，不按行政班集中辅导，不加
重学生课业负担”，据悉，地方政府推行免费课后服务，这在杭州尚属首个。

/ 媒体广场 / 关键词：免费晚托班

这几天，网上一张照片触动
了不少人的神经。

照片上，一个在台灯下写作
业的孩子睡着了。“都市快报”微
信公众号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孩
子的妈妈在傍晚 6 点左右听到有
打鼾的声音，发现孩子右手拿着
笔，头靠在左手上，压着写了一半
的练字本。此情此景让她感叹：

“除了课业压力，孩子还有同学压
力，考得不好时，班干部嘲笑其他

孩子笨。我有时想想，他们的压
力不比我们小呀。”

孩子压力大，学校压力就小
吗？据《半月谈》报道，2017 年，
广州市在 30 所中小学开展首批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的试点，作为

“汤翁故里”的江西抚州也有 30
多所中小学成立了戏曲社或兴趣
小组。但媒体调查发现，风风火
火的活动背后，是老师和学生负
担重，课时无法保障，学校疲于应
付，“感觉有点像一阵风”。

孩子压力大，教师压力大，学
校压力大，教育主管部门就轻松
吗？其实也不见得。前段时间，
有基层教育局长向媒体诉苦，表
示自己陷入文山会海，来自上级
各个部门的检查和评估太多，以
至于影响到局机关的正常工作和

运转。这种现象实际上多年前就
存在，并未见根本性的扭转。

回过头看，教育似乎一直在
负重前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家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求、各界
对一流教育的高期待，教育颇像
一首歌所唱的那样，“身上背着重
重的壳，努力向上爬”。而重负之
下的教育，常常处于紧张、逼仄、
压抑的状态，无暇顾及到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本质上是很难谈及
优质的，处于教育场内的每个人，
也都难成受益者。

都说闲暇出智慧，尤其是对
一个人眼界、审美、创造力和艺术
修养的熏陶，一定是在相对轻松
从容、自由自在的环境下形成
的。给教育减负是家校所需、时
代所需，也是教育本身的内在要

求。而让教育轻装前行，需要每
个人为教育做减法，不仅仅是学
校少留几道数学题，家长少为孩
子报几个课外班，也需要全社会
共同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更重
要的是，每个人需要重新认识教
育，真正把教育放在培养人、塑造
人、成就人的高度，反思自己为教
育减负做了什么，哪怕只是一点
点。

尤其是在面对一些教育热点
舆情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将之
作为个人负面情绪的发泄口。例
如，前几天，北京市朝阳区红黄蓝
新天地幼儿园事件调查情况公
布，全市开展了幼儿园安全隐患
排查、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检查、
师德师风教育，市、区纪委监委将
继续加强监察工作，对存在的问

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调查结
果已经公布，触犯法律者固然要
加以严惩，再无端质疑、嘲讽挖
苦、穷追猛打，其实没有多大意
义，毕竟复仇的故事讲得再好，也
难掩悲剧色彩。相对理性的做法
是，从事件中加以反思，亡羊补
牢。

宏观角度看，教育问题往往
不是教育系统内的问题，往往与
社会、资本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既需要从整体切入，也需要每
个人对教育有敬畏之心，发自内
心地尊重教育规律，进而给孩子
成长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为教
育发展尽一己之力。很多人指望
政府来为教育减负。殊不知政府
乃至整个社会都是由一个个人组
成的，首先要从观念上达成一种

共识。唯有个人的不懈努力、每
个教育单位都做好减法，教育才
能一点点趋善向好。

就像杭州滨江区推出的小学
免费课后服务，是为家长减负，是
为教育减负，也是真正为孩子的
成长、教育的发展、优质教育的形
成做着实实在在的工作。据《每
日新报》报道，滨江区的晚托班一
直到傍晚5点，运行成本全部由财
政负担，不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
不但经济实惠，而且安全靠谱。

古人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教育之减负，也要风物
长宜放眼量。教育场内的每个人
都应意识到，教育发展需要轻装
前行，需要每个人拿出实际行动，
携手呵护教育，唯此每个人才有
机会因教育而成为人生赢家。

教育还需轻装前行
张贵勇

最近，因为社会上出现的一些
教育舆情热点问题，我一直处在不
高兴的一种状态，感觉心里堵得慌，
大家或许都能猜到具体是因为什
么。前几天，我在出差的时候见到
了已经毕业多年的一个学生，当时
我们聊起来另外一件类似的事情，
他就问我：秦老师，以后我们还怎么
把孩子放心地交给别人？这个问题
我没有回答上来。

我问了他一句话：毕业十年，你
觉得北大的教育带给你最重要的东
西是什么？他迟疑了一会儿说，“让
我不去做坏事，尽可能地去做好
事。”

有人可能会说，北大的教育就
教给学生这么点东西？但是我告诉
你，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简单。
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你能不能断然
拒绝？当压力让你透不过气来的时
候，你能傲然屹立宁折不弯吗？当
你四面孤立无援时，能不能坚持到
底绝不放弃？当黑云笼罩前途坎坷
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依然满怀希
望无畏前行？

有时候是可以的，但是在另一
些时候，甚至在更多时候，这些东西
不那么容易做到，甚至根本就做不
到。而要做到这些，你需要信仰的
力量。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信仰
都涉及如下几个关键词。

一是希望。信仰可以给你希望。
希望能让你即使身处绝境，也

能从黑暗中看到阳光。人像花朵一
样，希望就是人的“阳光雨露”，没有
希望人会枯萎，有了希望即便风霜
刀剑你也可以傲然挺立。

二是向善。人从半兽而来，人
性大于兽性之时便是好人，兽性大
于人性之时便是恶人。

人性有特别光辉的时候，也有
不那么光辉、甚至是兽性大发的时
候。信仰会让我们克服内心中的兽
性，去发展、发扬我们内心中的人
性。

三是平静。我们常说“人心不
足蛇吞象”，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
烦恼？主要源于你的欲望太多。欲
望源于什么？源自和他人的比较。

人到中年以后，读的书和上大
学时会不一样。大学的时候，很多
学生会重点学习各种各样的专业知
识，会背很多单词，会拼命掌握将来
可以在职场获得更多竞争力的技
能。但是人到中年以后会去读什
么？可能会是佛经或是王阳明的著
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要获得内
心的平静。

四是重生。重生的意思是获得
第二次生命。人的第一次生命是父
母给的，没有办法选择；但第二次生
命完全可以由自己来做主。

在第二次生命中，你可以选择
自己想要过的一种生活，可以去洗
涤自己的灵魂，让自己在尘世间变
得更加干净一些。在这方面，我们
要向古代先贤学习。在古代中国，
曾经把信仰和教育非常完美地结合
在了一起。《大学》开篇就讲，“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这是教你向善。《大学》里又说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
后 能 安 ，安 而 后 能 虑 ，虑 而 后 能
得”。这是在教给你怎么样去获得
平静——想要获得平静就要“知
止”。

但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观
念，在信仰缺失的前提下，不能教给
你向善，不能带给你希望，也不能够
让你获得平静，更不可能让你获得
重生。相反，对于成功者来说，它会
使你陶醉于不断的成功，沉迷于自
我满足，被心中的虚假所欺骗，以为
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于自己聪明的头
脑和刻苦勤奋：我为什么比别人
好？我为什么成功？因为我比别人
付出得多。可是对于不那么成功甚
至不成功的人来说，它会使你失望
乃至绝望，让你的心里充满烦恼、不
平乃至恨意，它甚至会借助你的不
平和恨意而诱惑你走向歧途。

我想，真正的教育就是一种信
仰，就像柏拉图著名的“洞穴之喻”
阐明的一样——它让你挣脱心灵的
枷锁，实现灵魂上的自由和解放，获
得重生。

我想，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教育
的形态如何变化，真正不变的，应该
是我们对于教育的信仰。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
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新浪2017中
国教育盛典上的演讲整理。）

真正的教育
是一种信仰

秦春华

/ 论教 /

“请问您是某某学生家长吗？最近孩
子学习怎么样⋯⋯”家住兰州市安宁区的
张先生，自孩子上高一后便隔三岔五接到
类似的骚扰电话，对方自称是民办教育培
训机构，游说张先生的孩子报补习班。让
张先生纳闷的是，对方对孩子的信息十分
了解，是谁泄露的呢？

《兰州晚报》记者采访发现，不管是小
学还是中学，周边各种培训班五花八门，每
到周五放学时，学校门前发传单者比比皆
是。据知情人透露，培训学校或者补习机
构与中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家长和
学生的信息是通过各种途径得来的。

学生信息泄露
令人忧

/ 漫话 /

早在 2013 年 11 月，浙江省教育
厅就在《关于在小学鼓励开展学生放
学后“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中提
出：“各地各学校应制定‘托管’服
务管理制度，并按照‘家庭自愿，家
长委托，学校统筹，相对集中’的原
则，规范开展‘托管’服务活动，做
到集中有人监管，活动有安全措施，
进出有统一组织，切实保障学生安
全。”

教育部门明确学校是课后服务

“晚托”的主渠道，方向是对的。但
具体到每个学校，情况就千差万别。
一直以来，“晚托班”到底由谁主
办，谁出资，安全如何保障等一系列
问题，最后成了令家长、学校、社会
头痛的疑难杂症。

这回，滨江区政府回应民生关
切，领杭州风气之先，挑起“三点半
难题”的重担，实实在在送了老百姓
一个民生大礼包。这种“校内托管”
的方式无疑让家长省心不少，多数家

长也愿意把孩子课后放在学校。事实
上，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很多自营的晚
托班了，有很多隐患，质量参差不
齐，而且收费差距也很大，如今政
府和学校直接接管孩子放学后到家
长下班前这段时间，也能使晚托班
的质量与安全性得到统一。我们还
要想办法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晚托班
体验，比如放学后对学生开放图书
馆 、 运 动 场 馆 等 ， 考 察 慈 善 机 构
等，适当开展个性化培养和教育，

为孩子在晚托班时间提供更多一些
与众不同的内容。

政府和学校愿意提供这样的服
务，我们无疑是要给他们点赞的，
政府提出了号召，学校响应了号召，
这都是很勇敢的。对这样的新生事
物，也希望有更多的学校能加入其
中，社会各界多方联动打出“组合
拳”，为更多家长排忧解难。

（原载 《钱江晚报》，作者陈江，
有删改）

好事还需打出“组合拳”

“下午 3 点半放学孩子没人接”，
是让许多家长头痛的问题。为了避免
孩子放学后两小时处于看管的真空，
家长不得不将孩子送到无资质的校外
托管班，这些校外托管班乱象丛生，有
的甚至成为孩子的梦魇。

校办晚托班无疑有利于破解这一
困境。不过，校办晚托班并非什么新
鲜事物，但推广的过程堪称命运多
舛。以上海为例，早在 2008 年前后，
就开始推广免费的校办晚托班，但推
行了几年后，许多学校纷纷将晚托班
停办。近年以来，在家长的呼吁下，沪
上校办晚托班再次重启。

从全国范围看，校办晚托班作为

便民之举虽备受家长的欢迎，但普及
程度却特别低。除杭州之外，近年来，
国内只在北京、南京等少数大城市有
校办晚托班的推广试点。

校办晚托班的推广为何会如此之
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校办晚
托班的举办，主要是靠学校自愿。从学
校的角度而言，办晚托班实在是一件吃
力不讨好的事情，孩子在校时间延长，
而且晚托班侧重于文体活动，这就使得
学校需要为学生承担更多人身安全风
险。此外，晚托班需要大量的师资，而
学校的师资大多比较紧张，所以有的学
校即便有心办班，也无力进行管理。

校办晚托班，举办的主体虽然是

学校，但是责任不能只压在学校身
上。可以看到，校办晚托班做得比较
好的地方，都离不开地方政府积极的
责任担当。教育部其实也看到了这一
点，今年 3 月，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专门
提到，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向本
地区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相关部门
沟通协调，争取资金支持，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
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和教师给予适
当补助。

教育部门争取地方政府对校办晚
托班的支持，固然是其责任所在，但对
于地方政府而言，也要积极回应公众

期待。校办晚托班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小事，这是牵动千万家庭的大事，地方
政府应将校办晚托班当成重要的民生
工程来抓。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
有更多获得感。而校办晚托班就贯彻
了这一精神。

学校主办，政府埋单，社会参与，
只有这样的良性机制之下，校办晚托
班才不至于半途而废，而能走得更远。

（本文系新京报社论，有删改）

将晚托班当重要民生工程来抓

杭州此次试水的免费晚托班，实则与
此前一些城市推行的“弹性离校”异曲同
工。就其本质来说，都是强化政府公共服
务职能，化解“家长接送难”这一显而易
见的民生痛点。此种便民新举措在技术操
作层面并没有太多难度，真正难能可贵
的，在于地方政府承诺了其“运行成本全
部由财政负担”。

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家长对公立学校
“放学早”颇有微词，体会不到职能部门
替学生减负的良苦用心，反倒感觉此做法
助推了培训热。与之同理，一些私立学校
凭着“课时长”“放学晚”，在与公立学校
的非对称竞争中占尽优势，吸引众多家长
趋之若鹜。

在全社会的教育热情被点燃、家长们
广泛处于“教育焦虑”状态的大前提下，
如杭州滨江区这样，通过提供免费晚托
班，将学生们组织到一起安排体育运动、
兴趣活动、自主学习等内容，确保“不补
课不培训”，或许才是对学生利益更好的
保护。由学校推出免费课后服务，并就学
生课后生活发挥更积极的主导和示范作
用，已变得越发迫切。事实上，公立学校
在此方面天然具备优势，其不仅拥有足够
的课室、场地和师资资源，也有着专业的
教学和管理能力。与其让这些资源在课后
被“闲置”，不如创造条件再利用，让之
发挥最大作用。

（原载光明网，作者然玉，有删改）

免费晚托班
应为更多城市效仿

石向阳石向阳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