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10 月 1 日起， 日本政府正

式实施幼儿教育全免费， 同时，日

本消费税全面上调， 由 8%上调至

10%，增加的消费税正是用来实施

免费的幼儿教育。 这意味着，日本

儿童在初中毕业前将享受所有学

费全免。 据了解，日本政府将在明

年实行大学免费。 这些举措的实

施， 都是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

题，鼓励大家多生孩子。

据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在去年

年底时召开的阁僚会议中，正式决

定从今年 10 月 1 日起， 实施 0-5

岁幼儿教育免费。对于认证的幼儿

园、保育园将实行完全免费，未经

过认证的机构则设定每月给予补

贴上限，这项政策将针对所有在日

本生活的日本人和外国人。

在今年 8 月份，有在日的华人

父母表示已经收到保育园发来的

通知， 称 10 月份正式实施幼儿教

育免费，奶粉、尿布、湿纸巾都由保

育园承担，如果孩子后期转到非免

费的国际幼儿园，政府也会发放保

育补贴金， 另外公司还可以报销

60%的延长保育相关费用。

幼儿教育免费化政策使得日

本政府预算每年增加 1.53 万亿日

元，这些资金来源于此次消费税上

调的一部分收入。

按照日本政府的计划，明年 4

月开始，将实行高等教育免费（减

免），对低收入家庭学生发放无需

返还的补贴型奖学金，而且外国留

学生也将享受到这种优惠。

日本政府推行此政策的目的

是为了降低育儿费用，提高年轻人

的生育欲望，以此解决少子高龄化

问题。

现在年轻人的生育欲望确实

越来越低了，不仅仅是日本，我们

国家的生育率也在逐年降低，二胎

放开后也没有出现预期中的生育

高潮。其实孩子不仅是我们生命的

延续，生养孩子更是我们人生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并且孩子带给父母

的快乐也是不可言喻的。很多人对

养育孩子望而却步，那是他们没有

享受过孩子带来的愉悦之情。孩子

就像生活的调味剂，让家长平淡的

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孩子也会成

为父母不断向前的动力，为了给孩

子更好的生活条件，父母会更加努

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

生不生孩子，选择权在年轻人

自己，给年轻人创造更好的社会生

育环境，政府是可以做的。 日本政

府已经在尝试解决这一 “社会问

题” ，效果如何，只能拭目以待！

综合新京报、环球时报

虽然老年大学火热，然而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市场上优质

民办老年教育机构为数不多，未来

该如何满足不断增长的老年教育

需求？ 老年教育该如何发展？

今年，69 岁的朱玉萍，跟随着

孩子来到北京，半年前还在为上老

年大学发愁，家周边的公办老年大

学早已报满，在试听了各类机构的

课程后，她最终选择了一家民办老

年教育机构。“像外地人想找这样

的不太容易，虽然它不是公立的，

但是它的办学的方向、 学习的设

置、课程的安排，还有这些年轻的

老师们，就很适合我。 ” 朱玉萍说。

近几年，随着老年教育需求增

加，一些民间资本开始将目光投向

了老年教育。 记者见到党越的时

候，她刚刚见完一拨对老年教育感

兴趣的投资人。

“今年已经接近一百个投资

人跟我聊过了，将近几十个同行说

要来我们这取经什么的。” 快乐 50

老年大学创始人党越说。 蓝象资

本高级投资经理陈晶认为：“我们

其实认为很多领域里面已经有了

非常成熟的经验，可以快速地复制

成熟领域的经验。 ”

在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各级

政府应将老年教育纳入战略规划，

首先在土地方面提供有效供给。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党

俊武说。“老年教育供给和需求矛

盾突出，核心只有一条就是土地。

各级政府在这一块要转变观念，把

土地拿出来，或者说采取公办民营

的方式，比如说各级政府办一些公

办的老年大学，基础设施都由政府

举办，但交给社会力量经营。 ”

业内专家表示，在政策方面，

也要适当向民办校倾斜，同时调动

社会多方力量，用市场化的方式满

足老年教育带来的新需求。

党俊武认为：“在政策上，比

如说它的申办，包括师资教材等方

面提供相应的支持指导，总的趋势

应该是事业和产业两个轮子一起

转。 ” 据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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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加剧 催生另类“上学难”

老年大学一座难求，有人连夜排队报名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 ，而是

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老年教育正成为很多老年人的新需求。虽然需求

庞大，但目前市场所能提供的老年教育服务，却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

“求学”需求，老年大学仍然面临“一座难求” 的现状。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一所公

办老年大学，学生人数达到 4000 多人，尽管班级增加到了一百多个，但入学的名

额仍然是一号难求，有老人连夜排队报名上学，看样子也得摇号才行了。

名额太少 报名得连夜排队

“报名就跟那抢似的，开始

放号了，你得先抢上才行。 ” 北京

某老年大学西画班学员许以林

说。

“我也为这个曾经写过一个

报名有感，确实很艰难。 我凌晨 4

点半就起来了，排第一个，我后边

那些全都报不上了， 所以真的是

很幸运了。 ” 北京某老年大学楷

书班学员葛香齐说。

作为公立的老年大学， 不少

老年人都是连夜排队才报上名

的。每个学期火热的报名现象，让

学校管理者既感到欣喜又觉得发

愁。

“我们一报名，首先学校内

就全满了，老班全满、新班也满。

新生 5点多就来报名， 有的最早

头天晚上 11 点多就来排队报

名。 ” 北京市东城老年大学校长

杨书章说。

记者了解到， 目前这所学校

以老学员为主， 新学员占比不到

10%， 由于名师授课且学费低廉，

能进来的人不愿意轻易离开，老

学员不毕业，新学员难入学。

为了解决老年人上学难的问

题，杨书章开始通过扩充校舍、增

设新课、增加新学员比例等措施，

更大限度满足老年人的入学需

求。“为了解决新生问题，我们拿

出 20%的名额对待新生， 教学资

源合理安排。 ”杨书章说。

目前， 我国已有 7.6 万余所

老年学校， 其中包括远程教育在

内的老龄学员共有 1300万余人，

仅占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

5%。

“现在初步统计，大概全国

的老年人至少要 8到 10个，才能

有一个座位。 ” 中国老年大学协

会常务副会长刁海峰说。

供需缺口大 吸引民间资本加入

日本政府为解决老龄化，鼓励大家生孩子操碎了心：

★相关阅读

今年幼儿园费用全免 明年或免大学学费

为庆祝祖国 70 华诞，近日，云岩区

小花幼儿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迎国庆系

列活动。

小班的小朋友亲手制作五星红旗；

中班的老师给孩子们讲解国旗、 国庆节

的含义及由来，并通过图片、阅兵视频加

深对国庆节的认识； 大班的小朋友学唱

国歌，了解祖国的名胜古迹，进行中国地

图拼图比赛； 小花幼儿园花蕾艺术团美

术班的小朋友们制作红灯笼、 勾勒美丽

画卷……“小花” 全体师生以自己的方

式，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为祖国妈妈

献礼。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小花”祝福祖国

众所周知， 欧美国家的高校对学生

采取的都是“宽进严出” ，而一直以来我

国的高校都是所谓的“严进宽出” 。 近

日， 中国人民大学开除 16名本科生，其

中韩国留学生占大半。

最近， 中国人民大学在官网发布了

一则公告，表示将对学校 16名学分未修

够的学生进行退学操作。 看看这份名单

我们就会发现， 留学生是名单里面的主

角，韩国留学生比例最高，也不乏日本学

生， 比如新闻学院传播学专业的竹冈雅

子同学。

退学学生中人数最多的学院是中国

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这所学院也是

中国人民大学最好的学院， 普通高考生

想要进入这所学院，分数得非常高才行。

这所学院必定课程难度和管理都非常严

格， 这些退学学生或因不好好学习或因

学习能力跟不上，最后学分修不够，导致

了退学。

或许不久，大学“严进宽出” 将一去

不复返，以后将是“严进严出” ，想要混

文凭越来越难。 据《北京青年报》

中国人民大学

开除 16名本科生

韩国留学生占大半

近日，有人在山西原平市政府官网

市长信箱举报称，当地永康小学教师杨

某在校外私自补课，对此，原平市教科

局答复称， 教科局监察室会同永康小

学，通过询问学生、走访或询问家长等

形式，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经查，49岁

的杨某被永康小学聘用为代课教师已

有 3 年，本学期担任四年级五班班主任

兼语文教师。 自 9 月 9 日起，杨某组织

部分学生在校外私自补课， 每生收费

300 元 / 月，“共计招收 20 名左右补课

人员，基本为本班学生” 。

上述答复称，杨某也对其补课事实

进行了确认。 教科局处理如下：要求永

康小学对杨素萍老师进行解聘；责令其

退还学生补课费，并在全校教师会上对

其行为与处理做了通报。

对于教师有偿补课行为，各地严令

禁止，今年以来，全国已有多名教师因

此丢了“饭碗” 。 澎湃

山西一教师

有偿补课遭解聘

“我小学时的体育课，基本就

是散散步、顺便逛趟小卖部，现在

大不一样了。 ” 33岁的银川市民刘

雄说，7 岁的孩子读小学一年级

后，他深切地感受到体育课的变化

之大。

在刘雄的记忆中，小学时的体

育课基本是上课整队后做做热身

运动然后解散，男生散散步、女生

逛逛小卖部，体育课基本是户外自

由活动课。

27 岁的宁夏长庆小学体育教

师刘晓源 2016 年从宁夏大学体育

教育专业毕业时，也没想到体育如

今在小学会这么受重视。

“现在每个班每周有 3 节体育

课，体育老师要提前一周备课。 田

径、篮球、排球、足球、体操等运动，

学生在体育课上都能接触到。 ”刘

晓源说。

刘晓源算了一笔细账：现在每

节体育课，上课后先整队、做热身，

着重对运动技能的传授和运动爱

好的培育，课程更加系统、科学，比

如投篮主要锻炼上肢运动，那么在

下课前，也会做一些锻炼腰腹肌的

运动， 有助于身体得到全方位锻

炼。现在，从前那种“放羊”式的自

由活动时间不会超过 5分钟。

课程更紧凑、技术含量更高的

体育课，同越来越多学生家长的高

期待值不谋而合。 一些受访者表

示，之前一些家长生怕孩子在校园

发生磕碰，导致学校不得不取消一

些竞技性较强的体育课运动项目；

现在， 社会和家长都更加宽容，认

为“小磕小碰不算事” 的家长逐渐

多起来， 操场上参与 4×100 米接

力、1500 米长跑等运动项目的孩

子越来越多。

不少孩子还开始上一些体育

“课外班” 。 “以前大家只看重文

化课分数，现在也注重培养孩子的

运动特长。 参与课外运动项目，孩

子的朋友圈扩大了，性格也更加开

朗。 ” 刘雄说，他孩子周末就上了

一个篮球班。

家长和社会观念转变的背后，

是全社会对体育的重视。一些资深

运动爱好者表示，自全民健身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15 分钟健身

圈” 逐渐涌现，经常参加运动的人

口比例大幅提升。 近年来，逐渐融

入人们生活的体育，正迎来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

“足球、太极拳、田径项目基

本成为一些学校体育课的标配，踢

球舞拳玩田径的背后，看似是体育

课的小变化，其实却蕴含着时代的

大进步。 ” 刘晓源说，球类运动在

校园里广泛开展，社会上逐渐形成

一种以运动为时尚的新观念，各界

对全民健身从孩子抓起正在形成

共识，学生家长、学校校长等关键

群体更加认识到体育运动和体育

课的重要性，从爱运动到懂运动的

理念升级正在持续。

据新华社

体育课变化 折射社会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