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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法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
列的宪法修正案，以确保获得解放的黑人
奴隶作为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某些
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州却曲解宪法，
在本州法律中规定对学校、公共交通等公
共生活领域实行黑人与白人的隔离。这种
法律上的桎梏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中叶，
终于被“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打破。

奥利弗·布朗是堪萨斯州托皮卡的一
名铁路工人。 1950年 9月，布朗 7岁的女
儿琳达就要上小学三年级了。虽然距离布
朗家不远就有一所小学，但在此前的两年
间， 琳达每天要穿行 21 个街区去另一所
学校上学。原因无他，布朗一家是黑人，而
当时托皮卡的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白
人学校不招收黑人学生。

不忍心看着小小年纪的琳达继续奔
波， 1951年 3月 22日， 布朗联合其他一
些居住在托皮卡的非洲裔儿童的家长，向
堪萨斯法院起诉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员会，
要求废除托皮卡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
度。1951年 6月，法院作出判决：种族隔离
制度与宪法并不冲突，是一种“隔离但平
等”的制度。 于是，法院驳回了起诉。 虽然
暂时遇到挫折，但各州黑人纷纷提起类似
的诉讼。案件一个接一个地提起、审理、上
诉如同雪球越滚越大终于惊动了最高法
院， 全案被合并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
案”。 1952年 12月，最高法院 9位大法官
形成了两派意见，双方经过长期而激烈的
争论，最终以各退一步的妥协告终———驳
回上诉。

直到 1953 年 9 月， 积极提倡民权活
动的政治家厄尔·沃伦继任首席大法官。
在他的努力下，“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获
准重新听证。 沃伦与其他大法官们耐心
地进行沟通，彼此交换意见，逐一说服反
对者。 1954 年 5 月 17 日，最高法院以 9
票对零票裁决：根据肤色、种族、出身将
黑人学生与其他种族隔离开来， 剥夺了
黑人学生受教育的平等机会， 违背了宪
法的精神。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从法律上宣
告了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消亡，大大促进
了 20 世纪 50 年代波澜壮阔的美国黑人
民权运动的发展。 著名学者罗伯特·博克
评价该案为“20世纪最伟大的判例”。

周浩

视点

“在家上学”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在北京生活的张女士近日在为孩子的

新学期做着准备。 相较于其他孩子所去的
学校，张女士 10 岁儿子就学的地方有些特
殊———一所不到 200人的“私塾式”学校。 4
年前，为了给孩子的成长创造一种更为宽松
自然的教育环境，张女士和丈夫在北京郊区
购置房子，同时让孩子接受“私塾教育”，让
孩子“回归自然”。

在孩子上小学之前，张女士接触了很多
新式儿童教育理论，这些教育理论大多主张
教育应遵循人的成长规律，强调与孩子的天
性合作，认为环境是孩子的老师。“体制内的
教育更关注孩子的学业水平，家长们期望孩
子拥有更多的特长。 但是我更希望我的孩子
以他本来的节奏发展自己，他也许学得不那
么多，学得要慢一些，但他有着学习的原动
力，对世界充满热情，而且他的身体、意志、

情感和认知是平衡的———一个健康的人应
该是平衡的。 从这个角度讲，我的选择，不是
做加法，而是在做减法。 ”张女士说。

和张女士一样，山东威海的刘杰在陪儿
子上了一次学校的公开课后，深感学校的军
事化教育束缚了孩子的天性，于是他决心让
自己的孩子从体制教育中走出来，进行“在
家上学”教育。“我不愿意看到孩子像笼子里
的小鸟一样被束缚翅膀。 ”刘杰说。

事实上，像张女士与刘杰这样的家长并
不少，父母因与学校教育理念相悖将孩子送
进“私塾”或接回家中自己教育也屡见不鲜。
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调研显示，“在家上
学”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 2017 年 2 月，
密切关注并有意尝试让孩子“在家上学”的
群体规模约为 5 万人，其中真正实践“在家
上学”的学生数约为 6000人。

“在家上学”与法律发生冲突
2017年 2 月 22 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

做好 2017 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中明确表示：“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
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要高度关注接受
‘私塾’‘读经班’ 等社会培训机构教育的学

生。 ”这是国家首次明确限制“在家上学”和
“私塾”教育。

“就目前来看，‘在家上学’是违背我国
义务教育法的。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
朝晖表示。 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凡年
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
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 ”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世界其他国
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一开始‘在家上学’也是
违法的，但是后来通过修改法律解决了这一
矛盾，以照顾部分家庭的需要。 ”储朝晖表
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苏大
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佳佳认为，应该给“在
家上学”留一定的法律空间。 对此，储朝晖也
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无论哪个国家，教育
都应该有多样性。 ”储朝晖表示，对于“私塾”
类型学校，应当通过立法把这类私立学校的
办学主体、责任、权利、义务界定清楚。“虽然
立法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但
是从教育发展角度看，还是需要尽快把私立
学校法提上议事日程。 ”

张一

从被害者变为害人者
大学生贪图私利付出代价

正上大学三年级的张新 (化名) 在法庭上声音颤
抖，泣不成声。 他希望法官判处缓刑的申请尚未陈述
完，就因胃疼难忍接受紧急医疗救助。 近日，河南省登
封市人民法院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公开审理一起被
告人主要是大学生的诈骗案，作为入校新生的“第一
课”。 据悉，张新等 18 名被告人在一家互联网公司金
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中， 充当最基层的话务员角色，用
经过精心设计和培训的话语套路，通过 QQ 聊天专门
诱骗希望在淘宝网上开店而轻松赚钱的“宝妈”。这 18
个人中，有 12 人是在校或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该案审
判长王天朝说， 从被害者变为害人者让人惋惜，18 名
被告为自己的麻木、轻率、心存侥幸和贪图私利付出
了代价，他告诫被告人要牢记教训，在以后的工作学
习中把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秦亚洲、曹凯、李丽静

事件回放： 为了确保女儿能被自己看中的
大学录取，江苏常州的苏先生先后给了“能人”
陈某 16 万余元， 陈某保证让苏先生的女儿顺利
录取，并写了一张借条给苏先生。 双方说好，事
成之后就把借条还给陈某；若事情办不成，陈某
全额退款。 在得到多个“一口保证”后，女儿最终
还是名落孙山。 事情办砸了，钱总要还回来吧，
可对方却说，这些钱都花掉了。 无奈之下，苏先
生将陈某告上法庭， 要求陈某按还款协议还款
16 万余元。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新北法院对该案
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苏先生和对方都有过
错，双方按“四六”开分担责任。

说法：法庭审理认为，原告提供被告出具的
借条用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但通过
庭审查明的事实， 该借条系因原告委托被告为
其女儿录取某学校办理相关请托事宜所形成，
通常理解就是托人情、 找关系并给付被告高额
运作费和报酬， 该行为扰乱了高校正常的招生
政策，破坏了社会公平，有损社会公共利益，因
此原、被告之间形成的上述口头委托协议无效。
陈某收取请托人苏先生费用后未完成委托事
项，由此造成请托人经济损失，对此，陈某存在
重大过错。 而苏先生明知请托事项不合法，仍委
托陈某办理，对损失的发生也存在过错，但被告
的过错明显大于原告。 据此，法院判决由被告陈
某承担 60%的过错责任，原告苏先生承担 40%的
过错责任。

王芳 刘国庆

小孩下河游泳溺亡
同伴被判补偿

事件回放：一同下河游泳，发现同伴被水流
冲走惊慌之余未呼救， 反而各自躲回家中。 近
日，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对一起小
孩结伴下河游泳引发的生命权纠纷依法作出了
判决。 2016 年某天的夏天傍晚，年仅 10 岁的林
某与同学小林和小雨相约来到村里的河边游
玩，林某被湍流冲走，小林和小雨见后吓得赶紧
回家，不敢声张。 林某家人见林某天黑未回，便
四处寻找，再三询问两人，两人才将实情道出。
事故发生后， 林某家人就赔偿事宜与两名同学
的父母协商无果，诉诸法院。

说法：该院审理认为，事故发生时，林某与
小林、小雨均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作为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不完全能够预见到河边玩耍
的危险性，事故发生后也无救助的能力和义务，
也不鼓励未成年人的救助行为， 林某溺水身亡
系意外事故， 两名同学对林某溺水身亡均无过
错，故本案应适用公平责任原则，由双方分担损
失。 在审理过程中，小雨的父母与林某父母达成
了调解协议， 法院依法判决小林父母补偿林某
父母 7000元。

何少萍

奉公守法
奉公守法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以君

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 ”春秋战国
时期，赵奢是赵国负责收税的官员。 他到平原君家收
取租税，但平原君家人不肯缴税，赵奢根据律法处治
了他们。 平原君恼怒，要杀了赵奢。 赵奢劝说道：“您
在赵国是贵公子，现在纵容您的家臣不奉行公事，法
律就会削弱。 法律削弱，国家就衰弱；国家衰弱，诸侯
就加强战争；诸侯加强战争，赵国就不存在了。 您怎
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富足呢？ 凭着你的尊贵地位，奉行
公事，遵守法律，全国上下就太平。 全国上下太平，国
家就强大；国家强大，赵国就稳固。 您作为赵国重臣
贵戚，怎么能被天下人轻视呢？ ”平原君认为赵奢是
一个贤能的人，对国王说了这件事。 赵王任用他管理
国家的赋税，没过多少时间，赵国百姓富裕而且国库
充实。

范子健

法律该不该给“在家上学”留空间
新学期伊始，相对于步入新学期的学生，有一部分孩子和家长选择离开公立学校，尝试“在

家上学”或读“私塾学校”。 近日，针对近年来部分家长不送孩子上学或退学上“私塾”的问题，教
育部表示，这种行为和义务教育法相抵触，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入学接受义务教育或造成
辍学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现实需求和法律规定之间
的矛盾该如何化解？ 法律该不该给“在家上学”留个空间？

“在家上学”群体规模不断扩大，
与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的冲突也日益凸显———

找关系让女儿上好学校落空
双方按“四六”开分担责任

14 名女学生皆因校园欺凌被判刑，为了帮助这 14 名校园“小霸王”
们顺利回归校园，北京市通州法院近日开展了“运河启航计划”之未成年
犯少年课堂活动，联合通州某学校，共同对 14 名罪错少年进行为期一周
的法制教育，活动内容包括军事训练、亲情小屋心理辅导、敬老院义务劳
动、法院案件旁听、法制讲座等活动。7 天培训后将进行考试，合格者学校
将考虑她们的复学申请。 洪雪

14名获刑校园“小霸王”军训接受法制教育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打破种族隔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