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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广角

年 6 月 2 日 星期四

民生调查

6月 1日，是全世界所有孩子的节日。对于很多学龄前的孩子
和家长来说，一所优秀的幼儿园是他们的梦想，然而，在一些大城
—
市，要实现这个梦想却如此艰难——

入园难 办园难：

公共资源 为 谁 服 务 ？
本报记者

冯蕾 郭丽君 杨慧峰 刘书永

优质幼儿园基础设施完备，承载着家长望子成龙的希望。 本报记者 杨慧峰摄
费。作为朝阳区的龙头幼儿园之一，朝阳
核
心
提
示
我说几句
区新世纪幼儿园现有包括 20个班在内的
随着社会进步、竞争激烈，家长们已不满足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好
普通生 条子生：
6
1
0多个孩子，
1
0
9名教师。
的小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希望被大量前置到了幼儿园阶段。然而，城乡之间、区域之间
不同学生的不同境遇
除了不收赞助费外，新世纪幼儿园还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南京师范
的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使局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孩子入园难和入公办园难的问题非
严格遵守着不涨价的原则。
常突出。不同的幼儿园之间存在哪些资源差异，教师待遇又存在怎样的差距，幼儿园学费定
家长跪求，转战异地，换购住房，
朝阳区新世纪幼儿园地处 CBD商 大学教授 虞永平 ：
血拼关系……这些在常人看来有些
圈，寸土寸金，附近不少民办幼儿园都曾 避免牺牲质量追求经济利益
价是否存在暴利，解决孩子入园难的关键在哪，本期民生广角针对儿童入园难进行了专题
过激甚至荒唐的作法，却在大城市一
来找过王庆红，商量着新学期联合涨价的
策划，探讨“入园难”问题的症结，对问题的解决提出思索。
“广覆盖、保基本”的学前教育公
幕幕上演，因为，一切只为了孩子
事，都被她一口回绝。
共服务是以普及学前教育和增加学前
据了解，北京朝阳区一半以上的幼儿
5月 27日，记者来到北京市东城区大
据了解，为了让女儿入上海市杨浦 的学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使局部地区 园，第一类是北京市教委主办的幼儿园， 园是高收费幼儿园，除了数万元的高额赞 教育机会为目的的，基本特性是普惠
方回民幼儿园，呈现眼前的是一座民族风 区最好的示范幼儿园，赵小惠前后找了 入园难和入公办园难问题更突出。”北京 比如北海、六一、北京一、二、三幼儿园；第 助费外，不少幼儿园的保育费也动辄五六 性，确保“广覆盖、保基本”核心力量是
格的三层小楼。幼儿园操场不大，滑梯、独 几十个人，运作了半年，终于如愿以偿。 市副市长洪峰指出。
二类是机关、院校举办的幼儿园，比如她 千元。然而，这些幼儿园大多招不满，每个 各级政府，是政府财政。政府举办的幼
木桥、智力玩具等教学设施样样齐全。
“2009年，孩子刚两岁，我动用了亲 所在的幼儿园；第三类是民办幼儿园。 班十几个孩子，而按照教委规定，中班每 儿园要实践普惠性，为广大老百姓服务。
“叔叔好！”一进校园，小朋友都热情 吃不饱 吃不下：
戚、朋友、同事等关系同时帮我找幼儿 “三类幼儿园有着根本的不同。第一 个班可以招 35个人。如果这些幼儿园把 鉴于历史的经验，优质公办幼儿园适度
举办分园或合作举办分园，对扩大优质
地问好。随后，孩子们整齐有序地开始排
园。”家长伍叶子告诉记者，“当时就想， 类，老师工资、福利全部由国家负担，第二 费用降下来，将大大缓解入园难题。
不同学校的冷热不均
教育资源的辐射效应有一定的意义。但
队打饭。蔡秀萍是这里的园长，她说：“今
“因为是民办幼儿园，我们的收入完
如果给孩子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我就辞 类，活动场所无偿使用，但老师奖金、福利
年两会期间，正是幼儿园报名高峰期。”
职回广东老家。”
全部由托儿费收入支付。”潘燕生说，这是 全靠托儿费。”王庆红说。作为民办非企业 必须强调“适度性”，幼儿园是教育机
入园难，其实是入好园难、入名
“报名是 8点半开始，早上六点就有
单位，每个孩子每月收费 1300多元，都能 构，不能无限复制和放大，幼儿园教育
有关专家也指出，随着社会进步、竞 两种体制。
人来排队……” 蔡园长回忆，“报名的有 园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学前教 争激烈和生活转好，家长们已不满足自己
“按照教委的规定，一级幼儿园收费 收支平衡且有节余，那么，一些定价五六 是针对特定的对象展开的，课程和活动
400多人，而我们只有 100多个名额。” 育资源分布不均衡，使局部地区入 的孩子上一所好的小学，望子成龙、望女 标准是每月每生 750元，二级二类是 600 千甚至上万元的幼儿园无疑隐藏着暴利。 及环境是因园而异的，不能简单模仿和
有 一 件 事 让 蔡 园 长 至 今 难 以 忘 园难和入公办园难问题更突出
成凤的希望被大量前置到了幼儿园阶段。 元，三级以下是 450元。我们是一级一类。 王庆红说，这些幼儿园占用社会公共 复制。因此，要避免名园过多办分园，更
—“去年幼儿园开始办入园手续时，
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 《教育蓝 但 750元根本养活不了幼儿园。”潘燕生 资源，本应成为社区配套设施，为公众服 要避免优质幼儿园牺牲优质性去追求
一个小男孩因条件不够不能入园。孩子的
坐落在北京石景山雕塑公园里的 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显示，就 说，近两年，为了解决学校的生存和发展 务，却被用来作为挣钱工具，为少数人服 经济利益。
奶奶为此在幼儿园门口足足站了 4个多 北京新世界国际幼儿园已开办两年， 全国 35个城市来看，北京、深圳、天津、西 问题，我们开始收取赞助费，每生一年 务。昂贵的收费将一些工薪阶层家庭的孩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系副教授
小时，老师怎么劝她都不走。不一会老奶 但生源并不充足，一个班仅 20个孩 安、南京、青岛、银川、成都、郑州 9个城市 5000元，外地生 6000元。“这样的收费其 子挡在门外。
奶的女儿来了，情绪非常不冷静，言辞很 子。记者问到幼儿园招生信息，工作人 超过三成公众认为入园难 “非常突出”。 实也只是保持收支平衡。”潘园长坦言。
家住朝阳区的一位家长王骅是国家 姜勇 ：
激烈。当时，我温和地跟她做工作，她没有 员热情地告诉记者：“我们每月费用 其中，北京超过五成的公众认为入园难、 “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幼儿园提高赞助 公务员，他告诉记者，三年前，他家孩子刚 完善幼师的激励与保障机制
办法，便跪下来求我。”蔡园长说，“我心 3500元，目前还有促销，现在报名能省 入园贵“非常突出”，居 35个城市之首。 费标准？”
出生，就到离家近的幼儿园排长队报名，
首先，要扩大幼儿教师规模，提升
里压力很大。”
好几千。”
“不是说不能，也能，但我还是一个有 学校招 40个人，共有 400个人报名。孩子
“入园难，其实，就是入名园难。”父
而与这所新建的私立幼儿园不同， 有编制 没编制：
良知的人。”潘园长如是说，教育不可能完 面试的时候，老师就问家里的经济收入和 学前教育师资力量。其次，完善幼儿教
母在上海，与丈夫同在北京工作的赵小惠 距离这所幼儿园不远处的公办幼儿
对孩子寄予的希望等。“我感觉不像是在 师激励与保障机制。通过完善落实幼
全变成实体。
不同老师的待遇之差
深有感触地说。
园——
—兵种部第三幼儿园却人满为患，
潘燕生介绍，北京市教委下属的幼儿园， 考孩子，而是考家长的经济实力、社会地 儿园教职工工资保障办法和幼儿教师
“据说，北海幼儿园的赞助费每年在 幼儿园的大门通常紧锁。
在北京每个区都有十至二十所，这些幼儿园 位。为此，我也就没抱希望。因为，我们挣 专业技术职称（职务）评聘机制，切实
解决入园难，光靠资金投入是不 教师的月收入有的能达到 8000元 -9000 钱不多，双语幼儿园、私立幼儿园每个月 维护教师权益；按照社会保障改革的
2万元至 10万元，网上还有人说，也有 20 “请问这里今天招生吗？”记者一
万元的。但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关系。” 边敲门一边问。“我们今年的招生名额 够的，对于机关、院校幼儿园老师来 元，而她们的老师只能拿到 3000多元。
4000多元学费，是工资收入所不能承受 政策和方向，完善幼儿园教职工社会
保障办法，尤其是检查和督促社会力
赵小惠没能敲开北京北海幼儿园的大门， 去年就报满了，不招啦！”门缝里传来工 说，享受与市立幼儿园老师一样的待
“那么，怎么改善老师的待遇？” 的。” 王骅坦言。
遇，拥有职称评定以及职业发展空
于是转战上海。
作人员的声音。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海坤指出， 量举办的幼儿园落实教职工的社会保
“唯一办法就是多收孩子。”潘园长
“在上海，如果划片的话，我女儿只能
两种截然不同的接待态度也透露 间，还需要完善政策和机制
肯定地说，“近几年按照教委的规定，每班 “入园难”隐藏着公众对起点公平的忧虑。 障；对贫困边远地区的幼儿教师按规
上一个二类幼儿园，这肯定不行。”
出学校不同的处境。
他说，当前，民办幼儿园雨后春笋般 定实行工资待遇倾斜政策，确保农村
超五人是在允许之列的，因此我们走了上
当记者走进因环境优美而闻名的国 限，每班都超收 5人，全园超收了 50-60 出现，但在对民办幼儿园管理过程中，政 基层幼儿师资队伍的稳定；完善幼儿
一向认为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好的公办园及私立幼儿园想进却
的赵小惠，提早一年换购了幼儿园附近的 进不去，而还有相当一些幼儿园处于 家林业局幼儿园时，老师正带着孩子们排 人。如果不超收，我们只能维持，超收孩 府的扶持和监管往往都不到位。政府没有 教师激励制度，不断提高幼儿教师专
房子，面积虽然比以前小了，但为了孩子， ‘吃不饱’的状态。”北京大学医学部幼 练“六一”的节目。正在紧张筹备节目的 子，我们可以实现维修、改造校园设施。” 制定分级分类统一收费标准，相当数量的 业发展自主性。
她觉得值得。可当她听说这一幼儿园在两 儿园园长潘燕生一语中的，“入园难要 魏红园长接受了记者采访。
潘园长建议，一是希望机关、院校幼 幼儿园不达标，而有师资力量和教育设施
站地之外又办示范园时，就又心动了。托 辩证去看，其实并不是入园难，是入好 “单位自办幼儿园现在连生存都很困 儿园，能享受与市立幼儿园一样的福利待 的却办成类似贵族学校，让想给孩子良好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央教
科所副研究员 王化敏 ：
难，根本没钱去给老师更多的支出。加上 遇；二是希望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稳定幼师 教育而囊中羞涩的父母望而却步。
了十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突破性成果，后 园难、入名园难。”
来辗转托朋友找到了管教育的某位市领
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一项 教师队伍老化，不更新血液，就会制约幼 队伍。她说：“现在我们园有 412多个孩
从深层次来看，这个问题与我国目前 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
导，这位领导又给区长打了电话，条子终 调查显示，1996年北京市有 3056所幼 儿园的发展。自办幼儿园都是为自己的职 子，老师 61人，她们都来自外地幼师学 幼儿教育过度市场化有关。幼儿教育过于
多种渠道增加学前教育经费，核心
于递到了这家示范幼儿园园长手里。
儿园，目前减至 1266所，幼儿园总量下 工服务，职工年轻人越来越少，时间长了， 校。比如，能不能给机关、校办幼儿园一定 市场化，导致幼儿教育完全成为营利产业，
是要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的投入，
“之前我自己拿着孩子户口本去过幼 降了 58.57%。全市注册登记的 1266所 人员留不住。”魏红指出，现在民办幼儿园 数量的人员编制；另外，外聘老师现在不 无法真正实现幼儿园的社会福利功能。有
儿园，保安连门都不让我进。这次我说和 合法幼儿园中，教育部门办园（即公办 许多招生不满，收费又很高；公办的幼儿 能评职称，这方面能不能出台一些政策， 关统计显示，我国幼儿教育占公共教育经 改变当前学前教育过度依赖市场、投入
园办学正规，收费合理；单位自办幼儿园 给她们更大的发展空间……”
杨园长约好的，他们才让我进去。当我报 园）330所，社会力量办园 936所。
费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1.2%-1.3%，远低于 资金主要来自社会和家长缴费的现状，
上区领导的大名后，园长在一个大册子中
此外，北京市 “完善学前教育体 正在萎缩，师资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目前国家正加大投入，建设一批幼儿 巴西（5.1%）、墨西哥（8.9%）和泰国（16.4%）。 切实落实各级政府承担投入的责任。重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幼儿园园长杨红 园来解决“入园难”问题。“但光靠投入是
翻看了一下，果然有条子，就说，你哪天哪 制”专题调研组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市
而针对幼儿园运行成本问题，北京市 点是建立财政投入的长效机制。“国十
天来吧。我悬了半年的心才落下。”
没有正式注册的幼儿园已达 1298所， 宇也与魏红有着类似的担忧……
不够的。”潘园长说，不能盲目建幼儿园。 副市长洪峰表示，北京市、区县两级政府 条” 明确了学前教育经费要纳入各级
记者来到这所幼儿园时恰逢大班孩 在建新园的同时，也应该有相应的配套政 将安排 3.6亿元实施奖励补贴政策。其中， 政府财政预算，这项政策确立了学前教
说起女儿的入园考试，赵小惠笑了起 超过全市注册的 1266所幼儿园。
来。“条子生”考一道题，划片生考三四道
有关专家指出，由于北京城市化进 子的毕业典礼。杨红宇和其他老师一起， 策。如果把这些幼儿园都交给民办，收费 将提高教育部门办园生均经费标准，由每 育纳入各级政府公共财政中的预算会
题。她说，考官知道我女儿是条子生，就问 程加快，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加之 70后 忙着向学生们分发文具盒和毕业合影，她 标准仍然会很高，建议由公办幼儿园中较 生每年 200元提高到 1200元。此外，北京 计体系，这一政策将结束自新中国成立
了一道简单的：听说你是从北京来的，那 和 80后进入育龄阶段，北京婴儿出生 还主动为接孩子的家长开门、关门。
好的学校去管理新建的幼儿园，这样可以 市将由市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财政、教 以来，中央财政从未对学前教育专项拨
看得出来，学校的人手并不富裕。“我 降低收费标准，同时也有利于建立正规完 育等部门规范幼儿园收费，制定幼儿园收 款的历史，形成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共
我到北京去，你带我去鸟巢和水立方好不 率逐年走高，外来人口婴儿出生率已超
同承担学前教育经费的新局面。
好？我女儿想了半天说，不好，我不认识 户籍人口。而前些年被撤销的街道园、 们 200多个孩子，总共 38位老师。”
费管理办法，调整收费标准。
善的教学模式。
你。考官本来想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 单位园较多，加之小区配套幼儿园没有 “老师现在待遇怎么样？
“现在入园难，办园也难。”魏红园长
乎吧。”没想到孩子不配合，但他马上说， 及时建好和使用，使得“入园难”问题 “一个月 2000多元，比市立幼儿园低 坦言，公立幼儿园是国家的补贴，工资由
背景链接
很多。”
这样的小朋友好，有防范意识。这要是划 短时间凸显。
政府拨款；单位自办幼儿园，拨款比较少。
片生，就有可能因为考试不过不收。
“而与此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 “低多少？”
此外，自办幼儿园不能为老师解决事业编
议，北京副市长洪峰称，市政府已制定
◆中央政策：
“市立幼儿园刚工作的老师也能拿 制，这也使得优秀的人才引不进来。这需
《
北京市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3000多元。”杨红宇补充说，“我们是公立 要政府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增加扶持力
2
0
10年
11月
2
1日
发
布
的
（
2
0
2013年）》，本市将在三年内新
幼儿园，事业单位，所里只给场地，不给经 度，让园长有精力去办园。让园长把精力 《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 增约117
.5万个幼儿园学位，教育部门
费。我们不收赞助费，过去每人每月 600 放在教学上，而不是为钱发愁，幼儿园才
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大力发展公 办园生均年补助标准，将由目前的
元，现在涨到 1000元，但相对别的幼儿园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办幼儿园，提供‘广覆盖、保基本’ 200元提高到 1200元。本市今年将加
还是低很多。”
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加大政府投 大学前教育投入，经费预算达 5个亿，
“老师会流动吗？”
入，
新建、改建、扩建一批安全、适用 相当于“十一五”期间学前教育经费
赞助费
保育费：
“会，一个学期会走 3至 4个老师，原
的幼儿园”，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 预算的总投入。三年内规划建设和改
不同定价的真实暴利
因很多，待遇低是一方面，我们许多老师
减免租金、
以奖代补、
派驻公办教师 造 769所幼儿园，使全市幼儿园总数
干了好几年，仍然是 2000多元。”
等方式，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
达到 1530所左右，全市公办性质幼儿
作为民办幼儿园，每个孩子每月
同样是院校幼儿园，潘燕生园长也感
供普惠性服务”。
并且要求各级政府
园比例达到
65%以上。与此同时，北京
到，不同性质的幼儿园有着截然不同的体 收费 1300多元，都能收支平衡且有
须将发展学前教育
“纳入政府工作
市
2
0
11年至
2013年之间，将分别增
节余，那么，一些定价五六千甚至上
制，老师的待遇也是天壤之别。
重要议事日程，
切实抓紧抓好”。
加学位
2
6
9
0
1个、
23879个、23280个，
今年 61岁的潘燕生，从事幼教工作 万元的幼儿园无疑隐藏着暴利
共增加学位近
7
.5万个，满足户籍适
◆北京政策：
已经三十多年，在这位北师大幼教专业毕
龄儿童入园需求，学前三年学位供给
北京市朝阳区新世纪幼儿园长王庆
业的老园长看来，解决入园难似乎并不是
2
0
11年
5月
2
6日，北京市十
实现全覆盖，
入园率由 85%提高到 95%
红说：“截至 5月 28日，新生报名人数已
简单加大投入就可以的。
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
以上。
她说，北京目前有三种类型的幼儿 超过 133人。”她说，我们不收一分赞助
优质幼儿园生源充足，入园难问题凸显。
本报记者 杨慧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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