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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教师工资待遇 须有硬性机制
□ 闵萧

差异息息相关。但要注意的是，所谓“教
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是以当地为
标准的，而并非全国统一。也就是说，同
等财力状况下，一个地方的教师工资和
公务员工资分配，主要还是取决于地方
在教育投入和教师工资保障上的意愿。
事实上，当前不少地方已不再只满
足于“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公务员”这一
底线要求。如果说此前深圳年薪 30 万
元招聘教师，或是相对特别的案例，那么
像金华、杭州等地，教师工资事实上已超
公务员，甚至把“教师工资高于公务员”
作为明确要求，这对一些经济发展相对
较好的地区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也有
利于全社会形成重视教师权益保障的积
极氛围。
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鼓励“先富带
动后富”，具备客观条件的地方，就该让
教师有更体面的收入。而那些相对不那
么发达的地区，则要无条件实现“底线”
目标。

从另一角度来看，那些在保障教师
工资待遇上做得好的地方，到底有哪些
经验，克服了哪些困难，其实同样值得剖
析和学习。如浙江永康市从 2018 年开
始教师年终奖金参照公务员标准执行；
浙江义乌每年拿出 15%的土地出让金，
专门用于教育项目；杭州提出，建立健全
教师绩效工资调整与公务员收入分配政
策调整联动机制，各级政府出台公务员
奖金政策时，必须同时间、同幅度考虑中
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这些硬性机制，
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已明确要
求，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公务
员，在今年底以前必须完成。这对那些
仍未达标的地方来说，时间已经不多。
尽快补齐欠账，并建立和完善教师待遇
保障的长效机制，不妨向做得好的地方
多多学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短期
内无法改变，但对教师权益保障的重视
态度却应该一致。

以法治思维管治教育收费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
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
明确提出，建立健全教育收费政
策体系、制度体系、监管体系，提
升教育收费治理能力，持续巩固
□
教育乱收费治理成果，促进教育
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
（9 月 9 日《广州日报》
）
一直以来，教育收费问题因
牵涉公共利益而显得敏感复杂。
教育乱收费作为一种公害，不仅
侵蚀了教育的公益性基础，而且
损害了学校的声誉，制约了教育
事业的发展。此次五部门印发的
《意见》回应了社会普遍关切的热
山西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关于切实加强中小学生竞赛活动管理的
点问题。同时，
《意见》申明了教育收费管理
通知》，提出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前儿童的竞赛活动，
的原则，
为厘清和破解问题锚定了方向。
坚决避免参赛项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生，坚决防止由
为什么教育乱收费仍时有发生？一方
家长或其他人代劳等参赛造假行为。有论者指出，规范中小学生竞赛
面，通过改革创新，我国已形成了较为科学的
活动，坚决防止家长或其他人代劳正当其时，将有利于净化教育生态，
教育收费体系，但仍存在制度建设滞后于收
呵护教育公平。
费改革的现象。另一方面，教育投入相对不
王铎 绘
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育供求关系不平
衡。毋庸讳言，这些主客观因素都在一定程
度上助长了教育乱收费现象。
那么，
如何治理？在依靠改革创新破解发
展问题的同时，
要坚持用法治思维来为教育的
□ 冯海宁
改革创新保驾护航。也就是说，
要坚持依法治
教育部网站近日发布《关于政协 文化进入小学课堂。珠算不仅是一种
教，使教育收费改革合乎发展规律、
合乎公众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 0200 工具和方法，的确也是一种中国传统
的需要。尤其是一段时间以来，
教育收费监管
号(教育类 016 号)提案答复的函》称， 文化。2013 年，中国珠算被联合国列
力度薄弱一直备受诟病。解剖问题的根本，
其
“是否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小学生的珠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刘尚希委
核心还在于教育收费的法治化和制度化。
算学习要求，从‘看到算盘’
‘知道算盘 员的理由是，珠心算教育作为另一种
首先，严格执法。譬如，各地严格按照国
家规定保留的收费项目，以及各省（自治区、 ’到会简单的珠算口诀，拨珠运算，我 知识体系，有助于提升儿童的注意力、
们将把这一问题提交给义务教育数学 想象力尤其是空间思维能力。为此，
直辖市）确定的教育收费标准，对各级各类学
课程标准修订组认真研究。
”
刘尚希委员推动成立了珠心算研究
校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不留死角地全面予以
（9 月 11 日 《北京青年报》
） 院。
清理和规范。
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重庆的
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考
其次，严格监管。把任意性、
随意性收费
从制度空间中挤压出去，健全法律监督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黄燕苹提出《关于推动 虑，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让珠算进入小
将珠算文化进入小学数学课堂》的建 学校园，但对进入的方式、占用的时间
方能保障教育收费的公平公正。譬如，各地
议。她去年提交的《建议将珠算重新 等应进行科学研究，以减少占用正常
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未经公示不
纳入小学数学课程》据说被教育部采 课时，避免增加学生负担。最好的方
得收费。
纳。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式是，从增加珠算的趣味性、弘扬珠算
最后，严厉惩戒。譬如，对造成恶劣影响
院长刘尚希建议，重新审视珠心算，尽 的历史价值入手，让真正感兴趣的孩
的民办学校违规乱收费，依法依规扣减招生
快纳入国民基础教育课程之中，以提 子学习，不宜简单搬用过去学校教授
计划、财政扶持资金等，直至撤销、吊销办学
升国民素质和计算能力。
珠算的方法，
因为后者比较枯燥。
许可证。杜绝“隔靴搔痒”式的处理，让违规
黄燕苹委员建议将珠算作为一种
珠心算该不该进入小学教育，
同
者没有生存空间。

规范竞赛活动 净化教育生态

杨博

今年开学，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为鼓励学生独立开启大
学生活，特设了“新生独立报
到奖”。凡是独自从家前往学
校报到的学生均可获得一件
定制文化衫和一份奖状。目
前，共有 1000 多名学生申请
了“新生独立报到奖”，
约占比 □
新生总人数的 1/5。
（9 月 14 日《南方都市报》
）
家长送孩子上学，
背后的
假设，是孩子尽管已经 18 岁
成年了还尚不能独立。可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
地
域和城乡差别依然存在的国
度，不是每个孩子都有出远
门、
到过其他地方尤其是大城
市的经验。
可能有人会说，有的学校为了减
轻学生路上的不便，提供床褥、水桶、
开水瓶，而且如今交通方便，高铁四通
八达。可对于没出过远门的人来说，
心理上的无形障碍大于有形障碍，是
否需要陪同，
不可一概而论。
而父母送孩子上学，也不一定全
是因为孩子不独立。不少上一辈的
人，因为时代原因，错过了上大学的机
会。含辛茹苦把孩子拉扯大，如今考
上大学，借送孩子上学的机会，到其他
城市看看、逛逛校园，既是分享孩子的
荣光和喜悦，
也是对自己的一次犒赏。
说到“独立”
“ 成人”，我们常常拿
西方人来举例子。18 岁，父母给你一
把车钥匙，离家远行，经济上“断奶”，
自己贷款、打工挣学费，就是独立了。
但我觉得，在期望和鼓励孩子独立的
问题上，中国的家长心同此理，只是方
式不一样而已。中国的父母跟子女之
间，
“爱”字不轻易说出口，爱的表达不
易察觉却并不缺席，是慈母手中线，游
子身上衣，是一碗阳春面，是月台上笨
拙的背影。送孩子上大学，也是表达
爱、
冀望子女独立的方式之一。
而所谓“成长”与“独立”的意思，
也从来不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在强
调独立、个性自由这些现代价值的同
时，传统家庭价值里那些好的方面，依
然是值得珍视的。光是离开父母，精
神上、金钱上还要靠父母输血，这是假
独立，不是真成长。对父母的关心、未
来的赡养，与独立、自强，应该是并行
的人生线。
麦嘈

刚刚过去的 9 月 10 日是第 36 个教
师节，如何为教师减负、加薪成为热议话
题。而在浙江金华，据当地媒体近日公
开披露，其教师收入已超公务员，有的地
方教师年终奖超过 9 万元。据金华市教
育局消息：
“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这一规定，金华市已基本落
实。
(9 月 14 日《新京报》
）
2018 年，国务院发布相关意见，首次
提出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此后
又连续多次发文，要求 3 年内实现这一
目标。但就现状看，各地的落实差异仍
较大，最极端的如前几天被国务院通报
批评的贵州省大方县拖欠、克扣教师工
资现象。而金华在这方面的落实情况，
则让人看到了“优等生”的另一种表现，
让人欣慰。
必须承认，不同地方的教师工资水
平落差，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的

爹妈送学的孩子未必不独立

科教新报

“珠算进课堂”
要深入研究论证
样也需要科学论证，因为在科学界尚
存争论。比如，中科院脑科学博士陆
宇斐多次撰文反对珠心算，认为孩子
过早学习珠心算有害无益。这里需要
说明的是，珠算和珠心算略有不同，
“珠算”是工具和算法，容易理解；珠心
算属于珠算式心算，用大脑完成珠算
运算。
笔者认为，无论是珠算还是珠心
算，要不要进入小学课堂，都需要深入
研究论证。虽然对珠算、珠心算要不
要进入小学课堂仍存在争议，但应相
信建议者提出建议的初衷是好的，反
对的意见也应予以重视。小学教育作
为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什
么样的教育应该纳入，什么样的教育
不该纳入，关系重大，都应该非常谨
慎。无论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
要用充分的科学依据来说服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