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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微博 倡改革

罗崇敏力促“免费午餐”云南全覆盖
■ 本报记者 陈江宏

2011 年，59 岁的罗崇敏开
了新浪微博。 这是他从云南省
红河州州委书记平调到云南省
教育厅厅长的第五个年头，在罗
书记成了罗厅长后这 5 年间，
他写了 3 部关于教育的书，但
显然微博上他的“读者”更多：他
畅谈政事、时事、改革、创新，几
个月下来， 新浪微博就有了 20
多万粉丝。

在他主政红河时，就以发起
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而闻名。
在调任云南省教育厅后，诸多新
政引起震荡。

2011 年， 他宣布 2012 年
云南全省取消统一中考， 之前
并未上报省委高层。 一位省委
高层质问：这么重要的事，你为
什么不汇报？微博上，他也被众
多不理解的家长学生“围攻”，
上到祖宗下到小孙孙都替他挨
了骂。

而在这个春季即将到来
的新学期，罗崇敏的新政里又
多了一项：3 元伙食补助覆盖
云南全省 535 万名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 这意味着，在
云南所有的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都将享受到“免费午
餐”， 为此每年需要支出的费
用是 48 亿元。

免费午餐覆盖全省农村

为了上微博，罗崇敏专门更
换了一部大屏幕手机。 去年 11
月底，罗崇敏把教育厅向一所小
学捐赠过冬衣物的照片发到微
博，被网友批评“作秀”。 罗崇敏
逐个回应：谢谢您的批评，我们
改正。

60 岁的罗崇敏走路飞快。
他下基层调研，比他年轻十几岁
的下属们都会在口袋里提前备
上几粒糖果， 以随时补充能量。
甚至，因罗走路太快，一位女下
属不得不放弃了春城女性最爱
的裙装。

但他的思路更快。在这五年
间，他对教育厅内部“动刀”：保
安不再戴钢盔，不能对进出的人
员进行盘问登记； 上班时间，办
公楼内的每一个房门都要敞开
……

他继续“跨越式发展”思路，
“建设 1000 所乡村幼儿园、100
所现代教育示范学校以及改造
600 万平方米的 D 级校舍危
房”等计划接连推出。 省级财政
不宽裕，罗崇敏通过各种方式求
助于高层。 汶川地震后的国庆
节，他上书温家宝，直陈云南省
财力困难。“我省现在还有五十
多万孩子在 D 级危房里读书、
生活，D 级危房是不能住人的
啊！ ”

2010 年全国两会， 恰逢教
改话题引起热议，罗崇敏向时任
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提出建设职
教园区的想法，并报出“至少 5

亿”令人咋舌的数字。 几番解释
后，省长欣然同意。 曾有教育厅
官员坦言， 以学校抵押贷款、学
校盘活老校区资产、吸纳社会资
金、 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等手段，
“5 亿的政府投资能放大 10 倍，
至少 50 亿的资金能进来”。 10
个月后，云南省被列为国家教育
体制改革 6 省（1 市）政府教育
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这
是西南诸省中惟一一个。

在这个新学期，对于云南全
省 535 万学生， 将引来更直接
的福利： 全省 535 万名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不论身份、条件
都将享受到营养改善计划，吃到
免费午餐。

去年年底，国务院启动实施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按照每生每天 3 元的标准，
在试点地区为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 而
在云南全境没有试点地区，所有
的农村学生都将享受。 为此，云
南省每天给予学生的伙食补助
将达到 1605 万元，按照全年 10
个月的支出计算将达到 48 亿
元。 与此同时，云南省还将全面
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学校学
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小学和初中
生活补助分别从 750 元提高到
1000 元、1000 元提高到 1250
元， 共有 301 万名农村义务教
育寄宿制学生获此补助。

这“两个覆盖”是云南教育
的一次重生，罗崇敏要改变普遍
存在于人们印象中，对于云南贫
穷教育落后的印象，他希望若干
年后， 人们再提起云南的教育、
学校就会想到：宽敞明亮的教室
里是孩子们幸福快乐、充满尊严
的笑脸，没有眼泪没有哀伤。

为减负 废“中考”

为了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幸
福快乐的童年、少年时期，2009
年初，云南省教育厅抛出一份减

负政策，除不允许补课、严禁以
任何形式按考试成绩排名外，甚
至对课外作业也作量化规定，
“小学一、二年级当堂完成，三、
四年级每天不超过 30 分钟，五
年级不超过 45 分钟……”

起初，和以往一样，这并没
有引起各地的重视，直到罗崇敏
拍了桌子：“下发相关文件一百
多个，但为什么减不下来？ 谁补
了课我就让谁下课！ ”近 20 名
中学校长因“减负”不力被免职。

去年，罗崇敏再出“石破天
惊”之举：2012 年，全省取消统
一中考，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
在校 3 年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作为录取
依据， 变一次统考为多次考，学
业水平考试由原来的 7 门增加
到 13 门，原来被长期忽略的音
乐、美术等课程将被列入，所谓
的“综合素质评价”中，包括学生
的思想品德、学习态度、能力、交
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
表现等。

面对这些改变， 很多家长、
学生很快来到罗崇敏的微博上
发泄不满。 有教育专家质疑：将
集中变为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
并未减轻， 甚至有可能加重，与
减负的精神不符。 这一改革在
宣布前，没有上报省委高层。 据
说， 一位省委高层在会上质问：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汇
报？

最痛心马加爵

与每个敢于挑战尺度的中
国官员一样， 罗崇敏饱受热议。
他到上面开会，曾有领导半开玩
笑：“你慢一点，不然不是我们领
导你，是你领导我们了。 ”

他推行了诸多新政———处
级干部重新竞聘上岗、机关党委
公推直选、因“减负不力”免职十
多位校长、 大幅度倾斜民办教
育、取消中考、率先在全国提出

基本普及十三年教育甚至将主
倡的“三生教育”推向全国等等。

“三生教育”也许是罗崇敏
诸多改革中， 效果最好的一项，
他在教育厅长任内的著作也多
与此有关。“三生教育”，即对学
生进行“生命教育”、“生存教
育”、“生活教育”，是让学生“珍
爱生命、学会生存、幸福生活”。

2008 年春节，苦思后的罗
崇敏决定在云南的大、中、小学
及幼儿园推行“三生教育”。 当
年末，《人民日报》 将云南开展

“三生教育”的情况，以内参形
式呈递高层，获得肯定性批示。
目前，“三生教育” 教材成为云
南第一本自主知识产权的教
材， 已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落
地。 甚至为此成立了云南三生
教育基金会。

“要把‘三生教育’的现代教
育价值理念从云南推广到全国，
从教育推广到社会”，2012 月 1
月 8 日，罗崇敏在“三生教育”
全国研修班上表示。 来自 26 个
省级行政区的教育界专家、学
者、教师共同参与了讨论。

在罗崇敏力推“三生教育”
的 5 年前， 云南发生了马加爵
事件。 大学生马加爵残忍地杀
死了 4 名同学后潜逃， 后被跨
省追捕并执行死刑。

如今 8 年过去了，几乎每一
次“三生教育”讲座上，与会者都
会把马加爵的例子拿出来分析
并叹息，1 月 8 日的这场全国研
修班上也不例外。 每逢这时，罗
崇敏都会轻轻摇头，如果能够及
早在全国普及“三生教育”，悲剧
是不是可以避免？

对 60 岁的罗崇敏来说，改
革时间已经有限。 他 38 岁当上
副科长，不到 12 年便成为主政
一方的正厅级干部，可谓备受命
运眷顾。 而今，已是花甲之年的
他依然自信，“我做的事情，如果
不变成时代的印记就是一种遗
憾”。

■一周公益人物

高雷雷：
用一半年薪
捐建希望小学

高雷雷曾经是颇有名气的
中国足球队员 。 他从 2007 年
起，参与民间公益助学团队“麦
田计划”，至今他帮助过的孩子
超过百名； 他用自己一半的年
薪捐建的“麦田十小”2008 年
落成；汶川地震时，他除了组织
慈善比赛外， 还以个人名义捐
款 15 万元。 2012 年，他还将着
手筹建第二所希望小学， 同时
希望唤醒更多中国球员参与慈
善事业。

阿里木：
从新疆走出来的
平民慈善家

阿里木 22 岁离开家乡巴
州和静县， 靠着卖烤羊肉串四
处打工流浪，几年后，他用烤羊
肉串攒下的几千元钱设立了

“阿里木助学金”， 之后的几年
里， 他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积蓄
捐助给了贵州省毕节市的贫困
学生， 自己仅保持温饱水平。
2010 年，阿里木获选“第二届
贵州省道德模范”，当选毕节市
商会副会长。 2011 年，他收获
了第六届“中华慈善奖”慈善楷
模 、2011 年新疆青年五四奖
章、 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称号
等多个荣誉。

李宇春：
获封“明星公民”

在获得“2011 年度明星公
民”称号之后，李宇春上台第一
句话是：“一切都会继续。 ”李宇
春说，目前她手上正在进行的是
听障儿童康复训练的项目，这是
比较长期的可持续的一个项目，

“2012 年我会跟玉米们一起努
力，继续一切手头上正在进行的
工作。 ”李宇春讲道。

张树新：
企业家做慈善必须
面对的不再是捐钱

在日前召开的亚布力中国
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上，
联和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树新表示， 中国创业型的社
会企业和 NGO 从业者们的开
拓性、 创业能力和对环境的建
设能力， 应该像最初一批企业
家一样披荆斩棘， 认认真真地
看商业模型， 不要动不动就讲
概念， 要把中国所谓社会企业
和 NGO 行业真的驱动出来。现
如今企业家做慈善面对的不再
是捐钱， 公益不再是新的明星
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