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放学去哪？“课后服务方案”来了
湖南求解“3点半放学难题”，向社会征集意见 拟规定校内课后服务每生每课时不超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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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孩子与家长下班时间
不匹配的问题，《通知》和《办法》应
运而生， 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建
议，市民可于1月11日前将意见建
议反馈至省发改委价格收费处邮
箱：hnfwjgc@163.com。

《通知》指出，全省各城市（不
包括县城、镇）公办小学和初中开
展课后服务，可以向自愿参加并签
订课后服务协议的学生家长适当
收取服务费用。具体收费标准由各
市州根据各地实际，在每生每课时
不超过5元的标准范围内（一天最
多按2课时收费），根据提供课后服
务的具体内容，按照质价相符的原
则制定试行标准。课后服务收费原
则上以一学期为周期， 多退少补。
对低保户家庭的学生实行免费。

《通知》要求，开展课后服务收

取的费用，各学校具体开支范围以
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方案为
准，必须建立专账，专款专用。每学
期末学校要向家长公示课后服务
费的收支情况。

该项收费的标准为试行标准，
自2019�年春季开学时试行， 试行
期两年。试行期满前6个月，由各地
教育部门向同级发改部门申请核
定正式收费标准。

另外，《办法》明确，教育收费
公示制度是通过学校设立教育收
费公示牌（栏、墙）等形式，向社会
公布收费政策、项目、标准、计费单
位、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督
促学校严格执行教育收费政策，保
障学生及其家长合法权益的制度。
该制度适用于我省范围内各级各
类学校。

近日，省发改委官网发布通知，就《关于中小学课后服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简称《通知》）、《湖南省
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简称《办法》）向
全社会征求意见建议。

《通知》明确，全省各城市（不包括县城、镇）公办小学和初
中开展课后服务， 可以向自愿参加并签订课后服务协议的学
生家长适当收取服务费用。对此，业内人士认为，这将破解“3
点半放学难题”，也可为家长减轻负担，但需防止将课后服务
变为集体教学或“补课”。

■记者 卜岚 刘镇东

观点

新政如果实施，“三点半放学难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
对此， 曾任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二小校长的刘云燕表示，

家长接送孩子问题或许将得到解决，但势必会加大教师的工作
量，“一方面，老师也有孩子要照顾。另一方面，教研活动的开展
以及教师备课、 批阅作业等工作都要利用课余时间来进行。《通
知》一旦实施，将有可能影响老师们开展上述业务工作。”

“长沙可以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 从经费和制度上为其提
供保障。”雨花区砂子塘泰禹小学校长李臻认为，可以引进社会
机构、高校等资源，积极整合社区、教师（包括离退休教师）、志愿
者、机构的力量，以“组合拳”的形式合力解决“三点半放学难
题”，但不要把这段时间又变成上课时间，防止将课后服务变为
集体教学或“补课”。

而早在之前，长沙市政协委员熊伟红曾建议，可把放学后
的时间变为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课堂。“在放学后开展体育、文艺、
科技等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还可以允许学校和校外特色培训
机构合作，丰富放学后时间内的课程。”

家长将减负，学校管理成本或增加

活动频繁“进校园”
学校疲于应付

10月31日世界勤俭日，孩
子们要学习如何变废为宝；10
月15日全球洗手日， 萌娃们跟
医生学习如何正确洗手……刚
刚过去的2018年， 对于长沙年
轻的小学班主任何老师来说，
是非常辛苦的一年。 除了日常
的教学活动， 她和班上的54个
孩子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一场
“进校园”活动。

“本来学生的精力应该在
课堂，教师的精力应该在学校，
但为了各项活动， 我们都分出
很多精力去准备资料。”一位受
访的初中老师表示，频率的“进
校园”活动，让学校和教师都疲
于应付。

叶婷、龙继红、张岚三位长
沙市人大代表梳理了本学期进
入长沙校园的各大活动， 发现
多达三十多项。 通过调研和走
访，代表们发现，目前在长沙的

中小学校，一些部门组织实施的
“进校园”活动，多是居高临下对
学校下达任务与命令，学校无权
拒绝，只能硬性接受。

让学校对“进校园”活动
享有自主选择权

三位长沙市人大代表认为，
各类“进校园”活动要统一归口
到教育部门管理，严格按照教育
部制定的《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
标准》进行审核，从严控制各类
不适合中小学教育、对学生的教
育效果不理想或占用教育时间
过长的“进校园”活动。

代表们建议，尽快出台相关
措施，规范“进校园”活动。学校
对“进校园”活动应享有充分的
选择自主权。 学校可按照自身
师资力量、 教育设施和家长意
愿等因素，对相关县直部门组织
的各类活动项目进行选择。对未
经县教育部门同意的活动项目，
学校有权予以拒绝。

建议公交免票身高线
提高到1.3米

“长沙公交车儿童免费身高
线偏低的问题，身边不少人和我
说起过，我也一直在关注。”刘煜
说，目前长沙公交的儿童免票身
高是1.2米以下，“根据目前的儿
童发育和营养水平， 不少孩子5
岁时身高就超过了1.2米，很多还
没有读书就不能享受免费政策
了。”据介绍，我国杭州、西安、南
京、合肥、成都等城市都已将儿
童免票身高标准提高到1.3米。

“同样是公共服务行业，长
沙市公园景区儿童免票身高标
准大多是1.3米， 其中实行政府
指导价管理的景区则对6周岁
以下（不含6周岁）或身高1.3米
以下（含1.3米）的儿童免费。 ”
刘煜说，2018年12月，长沙被授
为“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
市”， 在公交儿童免票身高标准
方面长沙更应与时俱进及时调
整。

刘煜等委员呼吁长沙有关
部门尽早调整长沙市公交的儿

童免票身高标准， 由1.2米提高
到1.3米，与长沙景区、地铁等公
共服务行业的儿童免费标准相
统一。

儿童免票
可按年龄、也可看身高

“当然， 如果儿童免票标准
能以年龄作为标准是最合理
的。考虑到实际情况，可以按年
龄、也可以按身高，这样执行起
来更灵活。” 刘煜说， 如果按年
龄免票的话，建议12周岁（含12
周岁）以下的儿童可以免票。

“既然是儿童免票标准，当
然以年龄为标准是最合理、最
科学的。” 来自教育界别的汪东
委员也呼吁儿童免票标准以年
龄来定。 那免票年龄段怎么定？
他说，小学生都算儿童，“从6岁
读小学一年级算起，12岁以上
才不算儿童，也就是说，12周岁
（包括12周岁） 以下都可以免
票。”至于具体操作，汪东认为，
可以给符合免费优惠年龄段的
儿童发放免费乘车卡。

当前，打着“从娃娃
抓起”的旗号，各种进校
园活动呈泛滥之势。各
种传统文化进校园、文
明养犬知识进校园、防
范金融诈骗进校园……
据不完全统计， 近年来
陆续有30多项相关工
作进入长沙校园， 让许
多学校感到头疼。

对此，叶婷、龙继
红、张岚等长沙市人大
代表建议，尽快出台相
关措施，规范“进校园”

活动， 让学校有充
分的选择自主权。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肖乾瑄

本报曾报道 ，
长沙公园景区儿童
免票身高多为1.3
米以下， 地铁儿童
免票身高线也是
1.3米以下，而长沙
公交至今仍为1.2
米以下免票，“儿童
乘公交免票标准何
时能‘长个’”的报
道引起市民高度关
注（详见本报2018
年6月1日A05版、6
月9日A07版）。

在长沙市政协
十二届三次会议期
间， 儿童免票标准
再次引起委员们的

关 注 与 讨
论。 刘煜、
董凰、张伟
琦 三 名 委
员 联 名 提

交提案，呼吁长
沙提高公交车
儿童免票身高
标准。刘煜委员
认为，免票政策
可以更灵活，可

按年龄、 也可看身
高。

■记者 陈月红

长沙两会

公交儿童免票身高线
应向1.3米看齐
长沙政协委员再度关注“儿童免票标准”

什么活动能进校园
应让学校自主选择
长沙市人大代表建议规范“进校园”活动

目前，“3点半放学” 后孩子去
哪已经成为家长心中的一大难题。
“孩子通常3点半到4点就放学了，
我和妻子下班要到5点半以后，接
孩子是个大难题。” 长沙市民汪先
生经营着一家公司， 工作比较忙，
孩子就读于开福区清水塘第二小
学，学校曾做过一个统计：实行“三
点半放学”后，全校3500多名学生
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家长能够
准时来接孩子。

记者注意到， 长沙不少学校

周围都有校外托管班的影子，老
人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身影比比皆
是。刘奶奶已年近70岁，她告诉记
者：“平时都是我来接小孩放学，
因为孩子的父母都是上班族，根
本脱不开身。也考虑过送托管班，
但始终觉得不安全， 价格也都是
千元起步， 对于工薪家庭来说负
担太大。”

据公开调查显示，约有近40%
的中小学生在放学后被家长
送进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补课。

老人成接送“主力”，近四成学生放学后“被补课”

拟规定学校可适当收费开展课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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