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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顺说，通过进一步的分城乡研究发
现，生均公用经费增加，会促使农村家庭增加
校外学习班的参加率和支出，而对城区学校
的家庭影响是标准“U”型的，其中，生均公用
经费增加只对地级市城区学校的家庭校外学
习班支出有“替代”效应，在直辖市、省会城
市、县（县级市）城区，家庭校外学习班支出是
增加的。考虑到城区学校的分布事实上以地
级市为主，则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应该是整体
上降低了城市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因此，在
城市均衡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增加地级市
层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
担，减缓城市人力资本投资上的竞争。需要
说明的是，农村家庭和城区家庭在提高校外
教育的参加率和支出上，有着根本区别，前者
目的是补差，后者是培优。这说明国家在农
村教育领域积累的欠账太多，现在虽然增加
了对农村的公共教育投入，但增加的力度和
积累还远远不能弥补城乡教育资源上的固有
差距。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也提醒，事实上，教
育投入上的整体扩张政策未必都能促进社会
公平，由于家庭因素的影响，教育资源在代际
传递上的U型趋势，不仅在现阶段存在，历史
中同样如此。

为此，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给出三条政
策建议：

第一，义务教育经费“三增长”政策措施，
在不同地区对家庭校外教育的影响是不同
的，在投入高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地区)会强
化家庭间的教育支出竞赛。对此，贾男解释，
对于教育资源已经集中的地区来说，一些已
经处于更高阶层的家庭如果想让自己的状况
更好，只有让孩子接受更精英的教育，而现有
的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所以他们只
能通过更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实现向更高阶
层的流动。

第二，即使在公共教育投入差异不大的
同地域内，增强校际间的师资力量流动，避免
高、低职称教师扎堆儿，也有利于减轻家庭在
校外教育上的竞争。尽管已经全面普及了义
务教育，但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正是
现在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各地差异比较大，才
导致大家都想追求好的教育资源——差的想
好一些，好的想更好。”贾男说。

所以，他们的第三点建议是，在“地方办
学为主”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国家要进一步推
进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人力资本的地
域固化，缩小家庭通过校外教育进行优势资
源代际传递而形成的教育差距，有利于教育
结果公平的实现。 据人民网

一个初冬的晚上，爸爸给我买回来
了一只可爱的小刺猬。它是棕色的，像
无数根钢针似的刺在它背上立着，小小
的爪子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只要一有
动静，它立即缩成一团，像一个刺球，也
像个大松果，看起来非常特别。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小纸箱里。
不一会儿，它暖和起来了，便悄悄伸出脑
袋，探头探脑地张望着。它伸出小爪子，
在纸箱上一阵乱挠，想爬出去。

为了安慰它，我拿来了些鲜嫩的菜
叶和萝卜，喂给它吃。本以为它会大吃
一顿，没想到它却再次缩成了球，如临大
敌。我本打算放它出来玩，可它却不让
我抱。哎！没办法，我只好去睡觉。

半夜，我迷迷糊糊听见厨房里发出
了叮叮当当的响声。“啥情况？”我赶紧跑
去看。

灯刚打开，小刺猬爬出了箱子，不小
心滑进了大锑锅里就出来不了。

它晕头晕脑地滑过来、滚过去、翻过
来，又摔了个“狗啃锅”。

看它着急的样子，我赶紧把它抱回了
箱子里，让它在自己地盘美美睡一觉。

我从电视上看过有关刺猬的节目，
它的肉非常鲜美，许多凶猛的野兽都想
尝尝它的美味。但当它们一接近刺猬，
刺猬就会向内蜷起来变成刺球，使那些
想要吃它的野兽“望刺兴叹”。刺猬的天
敌是黄鼠狼，当刺猬缩成球后，黄鼠狼就
放个臭屁，等刺猬想要躲避臭屁而露出
四肢后，黄鼠狼便冲上去吃掉它。

我家的刺猬不是被黄鼠狼吃掉的，而
是爸爸放在了阳台上冻死的。

看到这一幕，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呜呜呜！我可怜的小刺猬！也许，

我该好好学习喂养知识，用正确的方法
照顾你，不至于让你丢掉性命……

小刺猬走了，我下定决心，没有掌握
哪种动物的知识，就决不再贸然喂养，免
得让它们丢掉性命。

□ 林露

近日，在上海大学举行的一场面向孩童的
教育机器人比赛上，1000余名小选手同台竞技，
其中学龄前儿童达 100 人，最小的选手只有 4
岁。不少孩子甚至字还没认识几个，就已经开
始学习编程。记者调查发现，如今很多官方的
赛事和升学挂钩，随着各大赛事日渐增多，其中
一些比赛成绩还能加分，认定科技特长生。教
育机器人比赛已成为当下“热门赛事”。而学龄
前儿童的“编程”培训也已经成为热门，编程教
育正呈现出低龄化的现象。

四岁孩子学“编程”？对于这一消息，不少

围观者表示惊掉下巴，而正经“码农”更多只是
呵呵一笑。在后者看来，某些培训机构和媒体
将此类课程冠之以“编程”之名，未免太煞有介
事了。时下风行一时的所谓学龄前儿童编程
课，在专业人士看来，俨然更像是小孩子过家家
的玩意，自然当不得真。然而，很无奈的是，家
长们却偏偏很信这一套，怀揣着望子成龙的美
好心愿，在此事上也是你争我抢，丝毫不想让自
己的孩子落后半步。

事实上，如今学龄前儿童所学的“编程”，更
多应该算作一种游戏。其日常教学的主要内容，
大致包括机械拆搭和积木式编程两个部分，前者
主要是动手训练，后者本质上则可视作某种电子

游戏……凡此种种，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更
不是什么复杂的技术。可以说，如今热炒的儿童
编程培训，和人们通常理解的编程写代码完全是
两回事。所以，我们实在大可不必幻想这些孩子
已经是IT精英的好苗子，当然也不必担心他们会
小小年纪就被摧残成沧桑的码农。

值得警惕的是，在培训机构一番天花乱坠的
营销攻势之下，所谓儿童编程课已经有被“神化”
的趋势。比如说，提高儿童智商、开启计算机思
维云云。诸如此类的广告措辞，在客观上已经构
成了对家长的消费误导。许多人听之信之，不惜
花重金让子女参加此类课程，还真以为学到了多
么高大上的东西。其实，非但是低龄化的编程教

育，几乎所有的市场化学龄前培训项目，都多多
少少存在着过度宣传、“夸大功效”的倾向。到最
后，这些课程几乎都被玩成了玄学。

按理说，让孩子多接触各种新鲜事物，学点
编程的知识并没有任何不妥。但是，一些中国式
家长，就是能够将这些寓教于乐的事情，变得功
利化、庸俗化。当他们指望着通过学编程、参加
机器人比赛让孩子刷成绩赚加分，幻想着着自己
正在花钱培养下一个扎克伯格式的少年天才时，
这之后一切就变得沉重而滑稽了。也许，有必要
再一次说明的是，儿童教育从来都是一个充满偶
然性的不确定性过程，家长们的一厢情愿与一腔
热情，很多时候注定只是事与愿违而已。

思

教
育

考

家长走不出的囚徒困境家长走不出的囚徒困境
已成必需品已成必需品??

小刺猬
雁江八小五年级七班 伍子涵

背人大战
雁江五小四年级一班 林弋旸

今天阳光明媚，春风拂面。下课后，
我兴冲冲地找到查雅婷、蔺芝和王若璇，
和她们一起去操场玩“背人大战”。

到了操场后，蔺芝先宣布了游戏规
则：四个人分为两组，一人当“马”，另一
人当“战士”。“战士”只能用手去“攻击”
对方，不能用脚。如果对方“战士”被击
落了，则本方获胜。说完规则后，我们分
了组。我有幸和跑得最快的蔺芝一组。
查雅婷和王若璇一组，由查雅婷背王若
璇。我自信满满，骄傲地对王若璇说：

“我可是玩这个游戏的高手，你可要小心
点儿！”“那可不一定！”王若璇不以为然
地说。

“战斗”打响了！蔺芝迅速背起我，
朝还没准备好的王若璇飞奔而去。我连
忙摆出战斗姿势：双手握拳，向前伸直。
到了王若璇那儿，我二话不说就开始推
她。而王若璇呢，并不主动迎战，而是在
查雅婷耳边嘀咕了几句。我可没管那么
多，继续发动猛攻。没多久，她们就节节
败退。我和蔺芝十分高兴：看来我们已
经胜券在握了！就在我得意忘形，想把
王若璇一举拿下而猛地一推时，说时迟，
那时快，只见王若璇神秘地一笑，顺势把
我往后一拉，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便
重重地摔倒在地。对方俩人笑得前俯后
仰：“哈哈，你果然中计了！”第一局，王若
璇、查雅婷胜！

经过上一局比赛，我“吃一堑长一
智”，明白了要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于是我提高了警惕，一手在后，一手在
前，以防万一。蔺芝慢慢向对方靠近，围
着对方转圈。我抓住机会，一下子伸出
手，使出一招“排山倒海”，狠狠地推了王
若璇一把。不料，她反应很快，也不甘示
弱，在快掉下来时还了我一招“葵花点穴
手”，一下戳中了我的“笑穴”。结果我俩
双双“落马”。第二局，平局！

“敢不敢再来一局？”王若璇笑问。
“好啊！”“那就开始吧。”“我绝不会输给
你，哈哈……”我们尽情地玩着“背人大
战”，时而变化战术，时而交换对手，时而
……尽管战场上“硝烟弥漫”，可是每个

“战士”脸上都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叮叮叮……”上课铃响，双方只好

鸣金收兵，各自回营。

四岁孩子学编程，传奇故事里有多少误解和执念

补
习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男是一名小学生的
母亲。孩子上学后不久，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目
前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政策，按理说，相比
高中和大学，小学和初中上学不用交费，家庭教育支出
应该是最少的，可是随着孩子年级的增加，她自己和周
围的很多家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反而越来越多。

如果说，为使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取相对优势
地位，家庭具有强烈的校外教育投资动机，那么，随着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的出
台，我国不断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投入，2014
年全国普通小学和初中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公用经费
支出增幅均高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
学校的相应增幅。

这位劳动经济学者又开始算另外一笔账——为了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
这是不是意味着家庭的教育支出可以减少了？

带着疑问，贾男和她的博士研究生刘国顺，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下，就这个问题展开了
研究。仔细分析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调查（2013～
2014学年）数据库提供的 4万多份问卷——它们以初一
和初三年级为调查起点，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 28 个
县(区)112 所学校 438 个班级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
19487名学生、19007名家长、1412名老师和 112名学校
负责人，贾男和刘国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均公用经
费最多或最少的地区，家庭校外学习班参加率和支出
更多。而在生均公用经费向平均水平趋近的地区，家
庭的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的参加率和教育支出都是下
降的。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把家庭对子女的
教育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购买课外书籍、
学习资料、学习用品等；另一类是参加校外
兴趣班和补习班（以下统称为“校外学习
班”）。其中，校外兴趣班主要是指艺体类的
培训，常见的有乐器、舞蹈、声乐、美术、球
类、棋类等，校外补习班主要是指与校内主
科学习一致的学习班，包括阅读、作文、奥
数、普通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在这两
类教育支出中，校外学习班更为正式，也是
校内教育的‘影子教育’。”贾男说。

“影子教育”成了家庭教育的最大支出，

它的“面积”显然也在不断扩大。北京大学
一位学者通过对 201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数据分析发现：2012 年，我国义务教
育阶段校外教育参与率总体为 24.6％，其中，
城镇为 55.5％，部分较发达省份达到 73.8％。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则显示，这一比例
在逐渐增高。在他们调研的 2013～2014 学
年，29.74％的初中生参加了校外学习班。其
中，13.11％的初中生参加校外补习班（主要
是数学、语文、英语），3.35％初中生只参加了
兴趣班，还有 10.01％的初中生同时参加了校
外补习班和校外兴趣班。

在他们的调查中，校外教育支出的平均
值为 1226.11 元，其中支出最少的为每年零
元，支出最多的达到每年 9 万元。“校外教育
补习服务已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
需品。”贾男说。

“事实上，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补
习现象已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了支出竞争。”
贾男说，这使得家庭在是否参加校外学习班
和 补 习 班 的 决 策 上 犹 如 陷 入“ 囚 徒 困
境”——学与不学都是进退两难：学了之后
也不知道是否对孩子有好处；不学则是对孩
子不负责，毕竟，其他孩子都在学。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学校维持师资力量
和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支出也更高。他们
的研究发现，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新机制”使地方教育经费被固化于既定
结构中，弱化了地方对教育经费使用的自主
决策权。这使得学校经费与学校管理的关
系脱离于地方当期的经济水平，经费的充足
与否并不会因地方经济水平而有明显差
异。同时，在社会经济、财政和教育财政相
同的情况下，学生规模越多，地方政府的生
均公共教育投入水平越低；而在义务教育完
全普及的情况下，地区的学生规模和经济水
平并不直接相关。

进一步研究后，贾男和刘国顺发现，家
庭的校外学习班参加率和支出都随生均公
用经费的增加呈“U 型”分布，即先降低后升
高；增加生均公用经费对家庭校外学习班和
校外补习班支出的影响，是先“替代”后“互
补”。

贾男解释，国家给钱较少时，随着给钱
量的增多，自己就减少教育支出，这是替代
的关系；国家给的钱多，自己还要付出更多，
这是互补的关系。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认为，生均公用经
费对家庭校外学习和补习行为的影响不是
单纯的替代或互补，而是总体呈现 U 型、从
替代转向互补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
生均公用经费平均水平以下，随着生均公用
经费增加，家庭倾向于降低校外学习班参与
率和教育支出；而在平均水平以上，会刺激
家庭增加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参与率，并提
高校外教育支出。

换句话说，在生均公用经费从低、高两
端向平均水平趋近时，家庭的校外学习班和
补习班的参加率和支出都是下降的。当生
均公共投入中等水平覆盖的范围越广时，会
有更多的家庭降低私人教育投资，表现为补
习率和补习支出的下降。贾男认为，一些学
者的研究结论或许有助于理解家庭教育支

出随公共投入增加呈现出的增减变动。如
我国的课外补习对于城镇家庭主要是培优
型，但对于只能进入一些薄弱学校学习的城
市务工人员的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课外补
习能提高他们的成绩。而对于民办打工子
弟学校的学生，课外补习也能从一定程度上
弥补与公立学校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与
不均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生
均公用经费极少时，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增加

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目前描述的现实。”贾男

说，特别穷的或者特别富的家庭，校外学习支
出费用相对更多——这个多与少是相对量，
与各自收入相关。究其原因，贾男解释，富裕
家庭希望孩子享有精英教育，贫穷家庭希望
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而介于两者之间的
家庭，在阶层流动方面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教
育支出的变化幅度没有那么明显。

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成生活必需品
增加地级市层面的教育投入
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富裕或贫穷家庭的校外学习支出费用相对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