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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交多少费，课后服务贵不贵，家

长们更关心的是，孩子在校延时能学到

什么？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被浪费了？

省教育厅在《实施意见》中明确规

定，课后服务严禁变为“补课”，应该以艺

体、兴趣活动和阅读等为主。

就目前情况来看，多数学校课后服务

的内容还是以作业辅导为主，其他兴趣活

动为辅。“从学校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来看，

家长的第一需求还是辅导孩子作业。”杨

琳说，这与城市家长下班回家后没有精力

辅导孩子或和孩子聊学习的事有关。

盐道街小学严格遵守四川省和成都

市的规定，老师站好课堂主阵地，课后服

务阶段不会再上课，将社团课融入延时

阶段，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从地域分布看，城市家长的需求更

多样，个性化需求更突出。平昌县王女

士认为，在学校现有兴趣课基础上，学校

应该设置更多的“特色化”“菜单式”服务

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她认为，

学校可以聘请民间艺人、能工巧匠、非遗

传人等专业人士开设特色课程，丰富服

务内容，弘扬传统文化。

记者了解到，城市家长尤其是成都

这类大城市的家长，因为担心自己孩子

在校不能得到个性化服务课程，所以选

择不参加学校延时服务，甚至缴费后也

不在校学习。这让学校感到压力大，难

以满足每个家长和学生的个性需求。

下午3:30左右，记者在成都市盐道街

小学门口就看到有家长已经等着接娃了。

杨琳介绍，学校本着自愿原则，由家长决定

是否在校参加课后服务。“但90%多的学生

选择延时阶段呆在学校。”不参加课后服务

或者一周某一天不参加，老师都有统计，以

便计算费用和确保学生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

永新认为，课后服务光靠学校师资或只

靠学校来完成是不够的，这会增加学校

和老师的负担，应该吸纳社会力量参与，

比如激活当地博物馆等社会教育资源。

但这同时就带来管理难题，即安全

压力增大。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做统筹，

搭建统一的平台，同时要增加投入。“学

校主要还是考虑安全和满足大多数学生

的需求。”杨琳说。

服务费用也会增加。平昌县板庙小

学之前聘请了两位城里专业乐理老师到

校指导管乐队，以此提高学生艺术水平，

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前后加起来付了10
多万元的费用。”板庙小学教师夏进说，

学校也没有额外收取家长费用，太贵了，

一学期后就请不起了。

随着课后服务的全覆盖，开设课程

的增多，课后服务内容对老师传统教育

技能形成挑战，如何评估也成了问题。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

师程斯辉特别强调课程质量体系，他认

为，课后服务必须要建立质量评估制度，

制定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以此提高课

后服务师资水平和课后服务质量。

甚至有专家建议，只有学校提高了

课后服务质量，提供丰富的课程，才能从

校外培训机构“夺”回学生。

不过，在现有条件下，一些学校结

合实际，在相关标准出台前，做了不少

探索。

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课后服务阶

段不允许课业辅导，在校长张平原看来，

小学生一天上 6节课，如果还在做作业，

时间一久就会丧失学习兴趣。据此，范

家小学开设了葫芦丝吹奏、舞蹈、田径等

兴趣课，强调学生要与同学一起玩耍。

这也与范家小学是寄宿制学校有关，学

生作业可以晚自习再做，有老师辅导。

天全县乐英中学利用课后延时服

务，让老师带着学生在学校厨房做菜，时

不时还举行厨艺大赛，将劳动教育与课

后服务结合起来。乐山市沙湾小学组建

兴趣小组航模队，有了课后服务，领队老

师便固定到每周三下午，带着社团学生

一起飞“飞机”。航模队现在已经是沙湾

小学四大品牌社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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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辅导为主，也有社团类兴趣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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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了春季学

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情况，明确指出各地要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每个

学校都要做起来。

随后的全国两会上，“课后服务”又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延时阶段的费用谁来

出，上什么课，师资如何保证？都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

本报记者就我省课后延时服务实施情况，对部分学校和家长进行了采访。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记者从学校和家长处都了解

到，课后服务确实是家长的“刚

需”。

平昌县王女士的女儿由夫妇

俩自己带，没有老人帮忙接送。她

在机关工作，一般下午6点下班，如

果没有课后延时服务，孩子4点左

右就要接走。“我觉得课后服务确

实解决了‘三点半放学难题’。”

“比起去培训机构学习或送

去托管，肯定愿意娃娃在学校参

加课后服务。”家住成都市温江区

的何女士告诉记者，如果不开展

延时服务，家长将孩子交给托管

机构，安全和授课质量都不如在

学校。何女士说，她所在的小区

好多家长都是农村出来的，家长

上班后，孩子要靠来自农村的爷

爷奶奶照顾。“爷爷奶奶只能接送

和做饭，孩子如果下午三四点就

回家，辅导作业和行为习惯的管

理，老人就无能为力了。”

在一项由《中国教育报》发

起的微信投票中，有 65%的家长

认为自己孩子有参加课后服务的

需要。

正是为了回应家长的呼声，

早在 2017 年 3 月，教育部就出台

《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

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积极探

索开展“弹性离校”“课后一小时”

等中小学生课后服务新形式，切

实解决教育难题。

随后，全国各地结合各自情

况，纷纷开展课后延时服务。我

省在宜宾、乐山、资阳、眉山等

市陆续开展课后服务的试点工作

基础上，省教育厅于 2019年 1月

出台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

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 《实施意见》），

明确了课后服务时间段，收费原

则，课程安排形式和内容，教师

服务报酬等。

今年2月，在教育部召开的春

季学期开学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

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开展课后服

务。我省之前由于条件不成熟的

地方和学校也在这学期动起来了。

“与校外机构比，在校师生更

熟悉，老师可以有针对性开展延

时阶段的辅导。”成都市盐道街小

学 2019 年就开始提供课后服务，

副校长杨琳认为，课后服务时段，

学生在校完成当天作业或者参加

社团活动，比起在家里学习更有

氛围。此外，杨琳提到，在教育教

学上，课后服务也有利于任课教

师深入了解学生。延时阶段，老

师有时间和精力了解学生是否掌

握当天所学，便于个性化辅导。

今年 2月，深圳市发布《义务教育阶

段的课后服务实施意见》，其中，“公益普

惠原则”和每生每年 1000元经费由政府

财政负担，引起广泛关注。

课后服务到底该不该收家长的费

用，收多少，该不该由政府财政投入，再

次引起讨论。目前，各地课后服务大多

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主导为主，坚持

公益性原则，主要有政府“埋单”和家长

支付两大类。政府“埋单”又可分为全额

投入（如郑州、深圳等城市），公益为主、

政府财政补贴+家长支付相结合的两类

模式。后一模式成为全国大多数地方的

做法。

在坚持公益性原则下，我省各地各

校家长需要支付一定的课后服务费，并

且各地在区域内有统一要求，做好了城

乡学校分类收费标准。

根据成都市 2019 年发布的收费标

准，锦江区、青羊区等传统五城区和高新

区课后服务性收费标准不高于 200 元/
生/月，其他区县可参考执行。

温江区何女士这学期为孩子缴纳的

课后服务费是 730元，按照一学期 4个月

计算，没有超出成都市的规定。

省内其他区县大同小异。以大巴山

区平昌县为例，全县统一规定每生每学期

课后服务费不得高于400元。平昌县板庙

小学是一所乡村学校，课后服务费一年级

至四年级每学期交360元，五年级至九年

级住校生每学期交400元。而位于城区的

平昌县实验小学，每学期课后服务费收取

的是400元。

课后服务费到底贵不贵？

“费用完全合理，我觉得并不高。”温

江区何女士说，要是去校外机构，可能一

个月都不止这个价。

板庙小学家长吴女士也觉得不贵。

“现在读书也不交学费了，每学期基本上

只交孩子伙食费和课后服务费。”吴女士

说，他们夫妇文化程度不高，没法辅导孩

子学习。孩子在校参加课后服务，作业

完成后又能参加兴趣活动，“是一件好

事。”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平昌县

有免交规定。就读板庙小学的建档立卡

户子女就不用交课后服务费，由学校公

用经费补贴。虽然困难户已经脱贫，但

学校这学期仍执行这一政策。

今年两会期间，也有专家、代表建

议，义务教育阶段的课后服务费应该由

当地政府专项财政支出。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仰协在本次全国政协会上的提

案，就是关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

务费的。在她看来，“提供延时服务的初

衷是为了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后顾之忧，

最终却加重了家庭的教育经济负担。”所

以，课后延时服务费应该政府来埋单。

全国人大代表、眉山市青神中学副

校长王晓梅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如果

通过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

学校、对老师都是一种鼓励。

事实上，在省教育厅发布的《实施意

见》中，也明确提到“公益普惠”这一首要

原则，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为学生课

后服务增加投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提出，

应该实行成本分摊机制，可充分发挥家委

会作用，核算成本。他同时建议，给课后

服务学校更多自主权，以便于开设各类兴

趣班。

“老师们不觉得累，有干劲。”平昌县

板庙小学副校长冉加海说，在课后服务

费分配上，学校坚持多劳多得原则，老师

们没有意见。“学校老师之前守早晚自

习，几块钱都在干，现在有了课后服务

费，老师收入增加，积极性也提高了。”

我省出台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落实

参与课后服务人员合理取酬”，这为学校

分配课后服务经费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杨琳介绍，盐道街小学课后服务主

要以班级为主开展，每个班参加的人数

不同，老师的收入也就不一样。

高县这学期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全面

实施课后服务。高县来复镇中心小学有

1300多名学生，学生参与率高达99%。按

照每生110元/学期收取费用，算下来，每

个老师平均每月能增加一定收入。“这对

乡村教师而言，确实有助于提高收入。”来

复镇中心小学校长何宇说。

然而，随之而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又

让乡村校长和教师陷入苦恼中。

随着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

村人口越来越往大的镇和县城迁移，导

致乡村学校萎缩，学生人数急剧下降。

开展课后服务后，学生人数多的大镇和

县城学校，规模效益凸显，教师酬劳收入

自然高。

来复镇中心小学还下辖3个村完小，

学生人数比来复镇中心校少，那里的老

师平均下来，每月要比来复镇中心校

少。由于课后服务刚刚起步，如何分配

以减小来复镇区内的差距，何宇还在参

考高县相关规定的同时，与分管校长们

商议。

“如果统筹分配，比例大了，大学

校的老师不干；比例没什么变动，小学

校的老师也觉得委屈。”何宇说，只能

参考其他地区和学校的经验，稳步推

进。

范家小学为了能留住老师们的心，

在不增加家长负担和不违背政策规定的

情况下，采用公用经费补贴的形式，提高

乡村教师待遇。

校长张平原认为，应该实现县域内

的分配统筹，避免局部比例严重失调。

“可以由县区的教育基金会来统一管理

课后服务费，教育主管部门来做城乡统

筹，缩小收入差距。”他说，在乡村振兴的

大背景下，这样才能吸引优质师资到乡

村校去，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也能提高课

后服务的水平，让乡村孩子也能享受更

多样的课后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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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谁来费用谁来““埋单埋单”？”？收费是否合理收费是否合理？？

家长承担为主，各地有统一收费标准

如何激励教师参与如何激励教师参与，，是否会增加教师负担是否会增加教师负担？？

教师合理取酬，需要关注城乡待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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