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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影子教育的
公益性证成及其法治保障
宋

凡，龚向和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摘要：回归公益性是治理影子教育野蛮生长的关键所在。影子教育作为文化传播活动具有天然的公益
性，作为学校教育的延伸具有承继的公益性，作为法律所规定的公益事业具有拟制的公益性。影子教育的
公益性表现为办学目的非营利性、办学收益的不可分配性以及办学产品的社会有益性。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保障影子教育公益性，应以优化非营利性登记制度设计限定办学目的，以构建影子教育行政执法的
协同机制规范办学过程，以建立健全影子教育产品质量评估监督机制提升办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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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turning to public welfare is the key to controlling the current barbaric growth of shadow

education. As 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shadow education has natural public interest. As an extension of

school education, it has inherited public welfare. As a public welfare undertaking stipulated by law, it has fictional
public welfare. The public welfare of shadow education is manifested in the non-profit nature of school-running

purposes, the non-distributable nature of school-running income, and the social benefits of school-running

products. Using rule of law thinking and methods to protect the public welfare of shadow education, the purpose of
running a school should be limited by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the non-profit registration system, standardizing the
school-running process by building a legal model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school-running by building a quality assessment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shadow education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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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概念参数作了三重限定：补充性、私有性、学科类[1]。
基于此，学界目前普遍将影子教育限定为中小学阶段

影子教育（shadow education），顾名思义，就是像

利用课外时间针对学校科目的有偿补课辅导[2]。20 世

影子一样跟随主流教育变化而变化，属于一种特殊的

纪 90 年代，我国教育产业化逐渐成了一种趋势，影子

民办教育类型。马克·贝磊教授在 1999 年联合国教科

教育也在教育产业化浪潮中发展壮大。据统计，2016

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所出版的专著中，对影子教育的

年影子教育机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 8000 亿，学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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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育活动的天然公益性。

但随着大量资金进驻教育行业，影子教育逐利性

教育的天然公益性是指教育行为一旦实施便可

愈发严重，对教育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是在市

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的利益与福祉。作为

场准入方面，大量影子教育机构为了获取利润违规办

一种善意的干预，教育的首要价值便是杜威所强调的

学甚至“无证裸奔”，导致正规影子教育机构的生存环

促进个人生长[5]，即通过教育活动对学生的思维产生

境恶劣。例如 2020 年泉州市摸底排查 3648 家影子教

影响，使其超越之前的行为模式与兴趣范围，并在生

育机构，发现证件齐全的仅有 168 家，而无证无照的机

长过程中获取新的社会性经验与文化性经验。但这

构高达 916 家。二是在办学过程中，影子教育机构利

仅是教育的浅层价值，教育的深层价值是对整个社会

用高额待遇攫取优质教师资源，造成大量公立学校优

公民素养与观念的提升，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

质教育资源流失。而影子教育机构的虚假宣传、焦虑

展，这也是其所具有天然公益性的关键所在。申言

营销、名师包装等违规宣传手段，也造成了“不培训就

之，人的生活可分为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前者促进

不能提高成绩”的教育恐慌。三是在培训结果上，影

个人福祉，后者增进公共福祉，这两者并非完全割裂

子教育机构“重招生、轻质量”特征明显，应试教育、超

开来，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6]。教育是人们追求美

前教育、
“ 题海战术”问题极为严重，学生负担在“减

好生活的一种实践活动，包含了人们追求个人美好生

负”政策之下反而越减越重。为有效治理影子教育机

活与公共美好生活两个部分，追求公共美好生活会将

构乱象，2021 年 6 月 15 日，教育部专门成立了校外教

公民聚合成与其他公民联系的共同体，激发其公共精

育培训监管司。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

神，积极实践扩大公共福祉的共同生活。

办公厅又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影子教育的天然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文化知识传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简称为“双

播功能上。科学文化知识是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根

减”政策）。截至 2022 年 2 月，相关的政策文件已超过

本源泉。从扫盲运动到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国家大力

80 个。不难看出，当前影子教育机构如何治理已成为

发展教育事业，增加公办学校的数量与规模，加速了

学界与实务部门关注的焦点问题。

文化知识在整个社会中的传播。但囿于政府办学资

影子教育作为教育市场化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存

源与办学能力的有限性，民办教育与影子教育开始兴

在合理性，而影子教育的“野蛮生长”是其过度市场化

起并逐步形成规模化、产业化。虽然在体系定位上，

的结果。对影子教育的治理需着力引导其回归教育

影子教育是一种补充性的教育活动，但并不能因此否

的本质属性——公益性。但影子教育是否具有公益

认影子教育的教育本质，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增

性？其公益性内涵是什么以及如何保障？在现有研

长与教育资源不断积累，学生对于优质教学以及文化

究中鲜有学者涉足这一问题，甚至有观点认为“影子

知识学习有了更高的追求，导致教育活动呈现出由大

教育机构作为学校主流教育的辅助性和非公立性的

众教育转向精英教育的发展趋势，影子教育在这一转

营利性企业，其主要是以营利为目的”[3]。本文从理论

型时期的文化知识传播功能愈发明显。

层面厘清影子教育公益性来源与内涵，旨在填补这一

（二）承继的公益性：影子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延伸

理论缺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导其回归公益

关于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是何种关系，目前尚未

性，力图破除影子教育业已形成的商业逻辑，为“双

有学者进行研究。我们认为，影子教育并非与学校教

减 ”政 策 以 及 以 后 影 子 教 育 治 理 提 供 切 实 可 行 的

育完全割裂开来，甚至表现出了对学校教育的强依附

方案。

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学内容上，影子教

二、影子教育公益性的本质溯源
（一）天然的公益性：影子教育是一种文化传播
活动

育基本上严格依照学校教育课程设计，以学校教育的
教材作为教学核心内容，并且随学校教育改革的变化
而变化；二是在教学模式上，影子教育的教学方式与
学校教育并无太大差异，以老师课堂讲授为主，以作

“公益”属于外来词汇，最早由日本学者留冈幸助

业练习为辅；三是在产品或服务效果评价上，影子教

在其著作《慈善问题》中翻译“public welfare”而来[4]，可

育没有独立的评价体系，一般是以学生在学校教育中

以理解为公众的福利或幸福安康。影子教育并非商

测试成绩与升学考试成绩作为衡量标准。

业活动，本质上仍属于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应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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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不仅强调对文化知识的学

民办教育公益性主要体现在扩大教育机会、减少政府

习，还注重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属于典型的公益

教育财政压力、扩大福利性教育等方面[8]。影子教育

性育人活动。影子教育的公益性以强化学校教育的

机构通常以营利法人形式出现，可能会被误读为商事

文化知识为基础，形成了短期供需满足价值与长期

主体，而认为不具备公益性，但根据《民办教育促进

塑造效应。一方面，在日益精英化教育的社会背景

法》第六十五条规定，
“ 本法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

下，学生与家长对有限时间内提高学业成绩的需求，

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因此，法律将影子教育

已经上升为一种整体性社会需求，影子教育在教学

机构拟制规定为特殊的民办教育学校，其自然也具有

内容与评价标准上与学校教育保持高度一致，与整

法律赋予民办教育的公益性特征。

个社会对学校教育课外补习需求形成了一定的供需

最后，影子教育的公益性来源于法律对义务教育

关系，从而满足了短期的社会供需价值；另一方面，

的拟制规定。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事关儿童成

影子教育虽然在办学模式与产品上具有私有性特

长、国家发展与民族未来，我国法律赋予其公益性远

征，但在文化知识教育方面与学校教育具有同向功

高于其他的教育阶段。例如，
《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十

能，同样对于学生个人塑造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具有

九条明确规定，
“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自主设立非

积极推动作用。

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立实施义

（三）拟制的公益性：影子教育是法律规定的公益
事业

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影子教育主要是面向中
小学的校外补习，属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知识培

影子教育的公益性也是一种法律拟制的公益性。
法律拟制是法学上一个古老的概念，包含立法拟制与
[7]

训，且属于民办教育范畴，其公益性自然要受《民办教
育促进法》第十九条约束。此外，
“ 双减”政策明确提

司法拟制 。前者是指在法律制定之时对特定主体、

出将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实际

客体、行为等进行规范性限制，例如《物权法》第二条

上也是对影子教育公益性的拟制规定。

规定：
“ 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
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后者则是司法者为

三、影子教育公益性的规范内涵

了将具有模糊性的法律运用到司法实践中，进行的细

教育作为一项文化传播的事业，其公益性并不取

致规定，以司法解释为主要表现形式。影子教育公益

决于办学形式[9]。公益性作为教育的内在属性，也并

性的拟制是一种立法拟制，主要表现在具体法律制度

非学校教育所独有，影子教育也应具有其独特的公益

之中。

性，特别是在“双减”政策之下对影子教育的公益性内

首先，影子教育的公益性来源于法律对教育活动
的拟制规定。如前所述，教育作为文化传播活动，具
有天然的公益性。而在法律制度中规定教育活动的

涵解读尤为必要。
（一）办学目的的非营利性
影子教育的公益性首先体现在办学目的上。由

公益性，既有再次强调教育的公益性价值，也有对教

于“双减”政策将影子教育机构限定为非营利性机构，

育活动公益性具象化的作用。影子教育作为特殊的

其公益性目的内涵可以参照非营利法人的法律规定。

教育活动自然也在法律拟制范围内。例如《中华人民

在各国立法实践中，主要有功能主义方法与经济

共和国教育法》
（简称《教育法》）第八条规定的“教育

关系方法两种方法。功能主义方法重心在于“非营

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公共利益”便可作为拟制公益性

利性”，试图通过全面禁止某些特殊领域开展营利活

的标准，即影子教育活动应当符合国家利益和公共利

动，以达非营利性目的。例如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

益。这里需要明确一点，公益性与公共利益并不能等

促进法》直接将医疗、教育、体育、环保、救灾等划定

同，前者是事物的属性，后者是一种法律与道德所要

为“特定非营利活动”。这种方法虽然在理论上保持

保障的权益，立足于社会本位思想可以将教育活动的

了非营利性组织目的的纯粹性，但也具有两个明显

公益性限定为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

的缺陷：一是如果单纯以活动领域进行划分公益性

其次，影子教育的公益性来源于法律对民办教育

目的，可能会“压制”新生事物的发展，例如在国家大

的拟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简

力发展智慧教育过程中，影子教育以及其他民办教

称《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三条规定，
“ 民办教育属于公

育也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二是在现实社会中，即使

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具公益属性的慈善机构也可能会涉及营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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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方法会导致非营利组织资金链断裂，难以

育原有的公益性本质属性之外开拓出第二性属性

正常运行。

——产业性。但“合理回报”也是主观性极强的价值

鉴于“非营利性法人制度隐含着‘经济人’与‘道

判断，立法者试图从立法技术层面利用法的模糊性加

德人’之间的价值张力”[10]，学界以“目的”为对象总结

以宏观概括，以政策法规加以协调，虽在理论层面具

出了经济关系方法，不再将活动领域作为限定条件，

有可操作性，但也给民办教育办学利益的分配造成了

而是直接从是否以经济性的经营活动为目的进行区

混乱。相对于学校教育而言，影子教育更具灵活性与

[11]

分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将社团分为了经济性社

市场性，由于定位不准而缺乏有效监管，使得“合理回

团与非经济性社团。这种方法明确提出公益性目的

报”对影子教育的规制能力极弱，一度出现了“校内不

并不直接排斥营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功能主

办校外开花”的乱象[12]。

义方法的缺陷，逐渐占据了“非营利性目的”的通说地

2. 影子教育收益分配的“分类管理”时期。为了

位。但经济关系方法却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 目的”一

应对民办教育营利性混乱的局面，2016 年《民办教育

词主观性极强，难以把握，在面临众多法律主体与错

促进法》作了具体修改，删除了原有的“合理回报”规

综复杂的法律关系时，认定过程极为复杂。

定，增加了新的规定：
“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可以自主选

我国现行法律采取了折中主义方法，对影子教育

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办学校。但是，不得设

办学目的非营利性进行了双重限定。第一重是对活

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这种分类管理

动领域的限定，起到“定调”的作用。例如《中华人民

规则，使民办教育收益可分配性从无序向有序发展。

共和国慈善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都明确将

但这一时期影子教育的身份属性并未被厘清，如果根

教育纳入公益性事业范畴。影子教育虽是一种特殊

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五条将影子教育拟制为

教育形态，也不应像商事主体一样追逐利益。第二

民办学校，则其应被纳入法律明文规定禁止设立营利

重是对教育主体的具体经济关系限定。2015 年《教

性机构的范围内；如果不将影子教育归为民办学校，

育法》将原来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

便可通过登记为营利性机构，完全可以从事营利活动

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教育机构”修改为，

并分配利益。

“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

3. 影子教育办学收益的“不可分配”时期。2021

及其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可以看出，

年 7 月，
“ 双减”政策的颁布成为影子教育发展的转折

教育领域传统“一刀切”的做法已经被摒弃，但是对

点。根据“双减”政策的规定，影子教育直接被纳入非

于以财政经费和捐赠资产举办的教育机构的营利行

营利性机构范畴，在此之前设立的营利性影子教育机

为仍处于禁止状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构一律转为非营利性机构。这种非营利性的转变，并

第八十七条规定，
“ 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

不是指影子教育不能获得办学收益，而是强调收益不

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影子教育的

能被举办者、投资者以及会员分配，只能为机构的正

“非营利目的”并不排斥营利活动，甚至可以获取利

常运转所用，例如，可以用来增加基础设施，向教职工

润 ，只 是 不 得 向 出 资 人 、设 立 人 或 者 会 员 分 配 所 得
利润。
（二）办学收益的不可分配性
办学收益不可分配性是影子教育公益性的核心

发放合理薪酬等。
（三）教育产品的社会有益性
教育的公益性最终应体现为结果的公益，影子教
育的产品属性也是其公益性的关键所在。对于教育

要素。由于影子教育缺乏专门立法，对其收益分配通

产品属性判断，一般是从教育产出的利益进行分析：

常依照民办教育法律规定展开。从制度演进历程来

若教育产出的利益完全作用于社会并排除了个人收

看，影子教育收益分配先后经历了“合理回报”
“ 分类

益，则被认为属于公共产品；反之，若教育产出的利益

管理”
“不可分配”三个时期。

完全由个人所获得，则被认为是私人产品。而当教育

1. 影子教育办学收益的“合理回报”时期。2002

产出的利益既作用于社会，也被个人所获得，则属于

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
“ 民办学校在扣除

准公共产品[13]。我们认为影子教育产品应当属于准公

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

共产品，其所产生的利益不仅被个人获取，也具有一

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

定的社会有益性。

合理回报”。
“ 合理回报”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转变，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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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实现。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

育的不足，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学到更多的文化知

的基本权利，公平优质受教育权作为将“公平”与“优

识，进而提升整个社会文化资本积累。

[14]

质”融合与并重的完整权利概念 ，逐渐成了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理性表达与现实需求[15]。有观点认为，
“影
子教育竞争使得更多和更优的义务教育资源呈现出

四、影子教育公益性的法治保障
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影子教育公益

向大中城市学生、质量较高的在校学生和家庭资本较

性，是“双减”政策下治理影子教育机构的必然逻辑。

高的学生集聚的趋势，因此扩大和加剧了学生在获得

对于影子教育公益性的法治保障，应从办学目的、办学

义务教育资源上的不均衡水平，拉大了教育结果的城

过程与教育产品三方面建立起整体性法律保障机制。

乡差距、校际差距和阶层差距。”[16] 这种立足于均值效

（一）限定办学目的：优化非营利性登记制度设计

应的评价方法有待商榷，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并非仅

将办学目的限定为非营利性是影子教育公益性

由影子教育引起。相反，由于学生知识接受能力、学

保障的逻辑起点。目的作为一种主观性价值内容，在

校或地区的差异性，影子教育可能对公平教育具有一

法律实践中很难准确把握，一般是在立法中通过设定

定的促进作用。例如，有学者通过比较山东省济南城

相应的客观形式要件或客观实质要件加以辅助判断。

乡学生的高考成绩与影子教育关系，发现影子教育对

如前所述，影子教育办学目的公益性即为非营利性，

资源薄弱的学校或成绩较差的学生具有明显的正向

主要表现在涉及的领域以及具体经济关系认定上，在

[17]

效应 。而影子教育的“培优”功能也强化了学生学习

具体制度设计时，可以将涉及的领域作为形式客观要

与运用知识的能力，对于优质受教育权实现具有一定

件，将具体经济关系作为实质客观要件。

的促进作用。

在形式要件方面，非营利性登记应当实现将影子

其次，影子教育产品拓宽了公民的受教育选择

教育转变为法律所认可的社会身份。
“ 双减”政策出台

范围。受教育权利不仅与受教育义务相对应，还应

之前，我国影子教育办学以备案制为主，在对上交的

与教育自由相对应，公民教育选择成了一种新的权

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后，便可开办影子教育机构，且在

[18]

利主张 。从国家垄断教育到允许社会力量参与办

教育培训机构办学备案证上也并未注明是否属于营

学，再到教育产业化，以国家作为唯一办学主体的教

利性机构，导致影子教育非营利性目的晦暗不明。随

育发展模式逐渐改变，教育多元化成了一种新的趋

着“双减”政策明确规定，
“ 不再批准新的面向义务教

势。这种多元化趋势不仅体现在教育主体上，也体

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

现在办学形式上，学校教育是典型的主流教育，但并

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新的影子教育和营利性

非唯一的教育形式。从黑白名单制度、指导价格以

影子教育都将属于不合法的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在

及全面推行“营转非”等政策来看，我国并未全面禁

“营转非”的过程中应坚持实质审核，针对基础设施、

止影子教育发展，而是要打击影子教育的资本化运

师资力量以及规模不达标的，应当予以撤销，不能直

作，使其回归公益性本质。因此，影子教育机构所提

接在证件上从营利性变更为非营利性。

供的服务应属于合法的教育产品，这种教育产品属
于公民受教育选择的范围之一，并且具有一定的社
会需求。

在实质要件方面，非营利性登记应注重具体经
济关系认定，防止超范围经营影子教育的情况出现。
“超范围经营”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登记为

最后，影子教育产品有助于提升学生乃至整个社
会文化资本的积累。所谓文化资本，一般是指知识、
[19]

影子教育机构，但在具体经营过程中还存在从事其
他商业活动的情况。这类“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随着

技术、气质以及文化背景的总和 。影子教育产品具

非营利登记全面落实，将很难有生存的环境。而另

有增加学生文化资本与社会文化资本双重面向。学

一种则是形式上登记为商事主体，实际上主要从事

生的文化资本主要表现为走出学校后其智力与非智

影子教育活动，例如登记“文化服务”
“ 教育咨询”等

力因素所能达到的水平以及终身学习能力等方面。

属性不明的业务。针对这种情况，执法部门应坚持

影子教育虽然只是一种辅助教育，但不能因此否认其

对实际经营活动展开调查，并且可在资质证书上反

具有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功能。而影子教育产品提

向注明不可经营影子教育活动。此外，对于影子教

升社会文化资本则是一种学生教育的间接价值。对

育依附于平台小程序的，应强化平台小程序设置的

影子教育如果加以正确引导，能够很好地弥补学校教

审查与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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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办学质量：建立健全影子教育产品评估
监督机制

规范办学过程是影子教育公益性保障的关键环

提升办学质量是影子教育公益性法治保障的根

节。2022 年 1 月 25 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 中央编

本诉求。影子教育机构“重招生，轻质量”问题很大程

办 司法部关于加强教育行政执法深入推进校外培训

度上与评价体系不完善有关。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

综合治理的意见》中明确要求，
“ 到 2024 年，基本建成

南》主要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民办学校，影子教育机构

权责明晰、管理规范、运转顺畅、保障有力、监管到位

乃至整个校外培训机构的产品质量评价体系一直处

的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体系”。这一目标的提出标

于缺位状态。对影子教育产品质量的评估，可以参照

志着我国影子教育行政执法正由传统的“九龙治水”

《义务教育质量指标指南》，从产品内容与产品效果两

向全面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20]。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还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

方面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一方面，应着力构建影子教育教学模式的评估指

一是强化影子教育行政部门内协同执法。教育行

标体系，强化教育执法部门对于影子机构教育产品内

政部门内协同执法是指教育行政系统的上下级机关、
同

容的监督。相应的指标体系应以影子教育机构提供

级机关以及教育行政机关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协同执

的服务或产品为对象，具体包含对“谁来教”
“ 教什么”

[21]

法 “
。双减”
政策之下影子教育行政部门执法主体呈多

“怎么教”三方面的评估。一是要对师资力量进行评

样化，既包括教育部专门成立的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估。坚持教师专任制，发现公办学校教师兼职现象及

也包括教育部相应的影子教育执法部门，
还有各省、
市、

时处理。通过对可以反映师资力量的教师资格证书、

州、县等地区的教育执法部门。对于影子教育问题治

教师履历、教学经验、教学课时、获奖证书等要素设立

理，应当形成“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结果互

评估指标，坚决破除影子教育通过虚增教学经验、伪

查”的互动模式，避免重复执法或执法内耗，防止执法

造获奖证书等方式所形成的“名师”效应。二是要对

“碎片化”
问题出现。同时还要建立权责清单，
明确各部

教学内容进行评估。制定教学内容规范标准，重点针

门工作重心，
避免出现推诿执法或执法
“夹缝”
领域。
二是加强影子教育跨部门协同执法。跨部门协

对教学内容中立德树人思想的方向性、培养理解能力
的专业性以及与中小学课程的匹配性等问题进行考

同执法是指多个领域的行政部门依法对同一执法事

核评估。三是要对教学方式进行评估。倡导开放性、

项协商一致，共同开展执法工作。这种执法方式能够

多元化教学方式，对教学方式是否促进学生知识掌握

有效缓解教育行政执法需求与教育执法力量不足的

与创新能力提升进行评估，杜绝“题海战术”，只教解

矛盾。影子教育在办学过程中不仅涉及教育领域，还

题套路，不教知识点的现象。

可能涉及广告、融资、税务等领域，这便需要强化多部

另一方面，应着力健全影子教育产品对学生发展

门协同执法能力。例如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教育部

的评估指标体系，强化教育执法部门对影子教育产品

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

效果的监督。在知识社会中，教育产品质量评价不仅

通知》，确立了教育行政部门、人民银行、银保监部门、

需要成绩的客观理性，同时还需要考虑教育对整个社

税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同监管模式。

会的效用。学生发展包含了学生的品德发展、学业发

三是建立影子教育行政执法部门与行业协会之

展、身心发展等因素。鉴于影子教育的强知识补习功

间的协同机制。有学者指出，
“ 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

能，应重点从“补差”与“培优”两方面展开评估。既要

的重点是激发社会参与治理热情，提升治理的有效

建立学科知识点掌握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考查学生

[22]

性” 。在影子教育治理过程中，政府治理始终是一种

在接受影子教育后文化知识能否有所提升，也要建立

“外部式”的“他律”，而行业协会治理是“内部式”的

思维创新能力培养的评估指标体系，针对学生掌握知

“自律”。行业协会应当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关信息，在

识、运用知识甚至是创造知识的能力的培养效果进行

政府部门指导下制定《校外培训机构自律公约》，建立

评估。同时，还应注重考察影子教育产品对学生品德

年检制度并执行相应的奖惩制度，引导校外培训机构

与身心健康是否具有正向引导作用。

正常办学；同时，与政府部门联合规范影子教育的机
构认证、师资招聘、广告宣传、招生收费和信息数据搜
集等问题，使影子教育办学过程更加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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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 2016 年中国教育学会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中国辅

复旦教育论坛 2022 年第 20 卷第 4 期
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

Fudan Education Forum 2022. Vol. 20，No. 4
（8）: 48-58.
[15]魏文松 . 新时代公平优质受教育权: 法理意蕴、规范基础与价值

参考文献
[1]BRAY M.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M]. Paris: 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1999: 20.
[2]马克·贝磊 . 欧洲地区影子教育研究: 发展态势、动因及政策启示
[J]. 全球教育展望，2020，49（2）: 35-61.
[3]丁亚东，范勇，薛海平 . 竞争到合作: 学校与影子教育机构的关系
模式分析[J]. 现代教育管理，2018（9）: 45-50.
[4]秦晖 . 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 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168.
[5]奈尔·诺丁斯 . 教育哲学[M]. 许立新，译 . 2 版 . 北京: 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2017: 25.
[6]编委会，石中英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教育学科新发展-教育哲学
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30.
[7]谢晖 . 论法律拟制、法律虚拟与制度修辞[J]. 现代法学，2016，38

取向[J]. 新疆社会科学，2020（4）: 89-95.
[16]薛 海 平 . 影 子 教 育 有 碍 公 平 目 标 实 现 [N].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报 ，
2016-02-04（4）.
[17]李佳丽 . 谁从影子教育中获益——基于选择假说和理性选择理
论[J]. 教育发展研究，2016，36（20）: 66-73，80.
[18]劳凯声 . 受教育权新论[J]. 教育研究，2021，42（8）: 23-34.
[19]张 洪 高 ，辛 丽 春 . 教 育 的 正 义 性 [M]. 济 南 :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
2016: 195.
[20]陈园园，李会春 . 影子教育治理的政策演变、困境及对策[J]. 复
旦教育论坛，2021，19（5）: 5-12.
[21]高杭 . 教育行政执法协同性: 模式、问题与推进路径——基于当
前改革实践的案例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34（3）: 91-99，122.
[22]王洪才 . 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论略[J]. 复旦教育论
坛，2020，18（1）: 12-18.

（5）: 3-24.
[8]文东茅 . 论民办教育公益性与可营利性的非矛盾性[J]. 北京大学
教育评论，2004，2（1）: 43-48.
[9]邢永富 . 教育公益性原则略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2001（2）: 50-54.
[10]税兵 . 非营利法人解释[J]. 法学研究，2007，29（5）: 66-74.
[11]金锦萍 . 论作为商主体的非营利法人[J]. 法治研究，2021（3）:
54-67.
[12]江芸涵 . 特长补习班火爆，校内不办校外全面开花[N]. 扬子晚
报，2006-08-01.
[13]陈晓宇 . 论教育的产品属性与营利性学校[J]. 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2012，33（1）: 109-116.

收稿日期：2021-11-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保障法律制度研究”
（21FFXB0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
金项目“新时代公平优质受教育权：教育平衡充分发展的国家义务
研究”
（19YJA820012）。
作者简介：宋凡，1992 年生，湖北十堰人，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
人员，教育部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研究人员，东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法学、人权法学；龚向和，1968 年生，湖南邵阳
人，东南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东南大学教育部教育立法研究
基地副主任，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
育法学、人权法学。

[14]龚向和 . 论新时代公平优质受教育权[J]. 教育研究，2021，42

· 3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