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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孩子求妈妈报幼小衔接班
大班“翘班”是缘于起跑线焦虑 还是衔接不到位

5岁孩子求妈妈给她报幼小衔接班，原来是幼儿园大班里的
很多孩子都去校外培训机构上幼小衔接班，孩子觉得自己和其
他小朋友没有“共同语言”。

有的公办幼儿园大班有不少孩子缺勤，记者昨日调查发现，
现实困境让家长很无奈，一边是教育部门禁止公办幼儿园提前
教拼音、识字、计算，一边却是一些小学入学搞面试测试，或是开
学后教学进度很快。家长担心孩子入学受阻或入学后跟不上节
奏，便选择幼小衔接班。

提早离园是缘于起跑线焦虑，还是幼小衔接不到
位？专家分析称，其实，在逼孩子“抢跑”的背后，
有着家长、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妈妈，我真的很想上幼小
衔接班，你也给我报个班吧。”西
安市民马女士被 5岁女儿的要
求震惊了。

“你为什么要上幼小衔接班
呢？”马女士不解地问女儿，因为
在她看来，女儿上的公办幼儿园
各方面条件很好。而且，她认为
上小学之前，孩子以玩为主，开
心就好，没想到女儿这么“好
学”。“我的好朋友都在上幼小衔
接班，他们会读拼音、写数字，我
不会。”在女儿委屈的讲述中，她
终于明白了端倪，原来女儿因和
其他小朋友没有“共同语言”而
失落。“星期五下午，班里的很多
小朋友都不来幼儿园，去上幼小
衔接班。妈妈，我也想去上。”女
儿摇着妈妈的胳膊央求道。

于是，马女士通过家长微信
群，向几位家长打听情况。一位

家长说：“都11月了，你现在动手
晚了，我家孩子的幼小衔接班第
一期已经上完了，20以内加减法
都会，马上要学 100以内加减
法。”另一位比较熟悉的家长调
侃道：“你这妈妈当的也够粗心
了，班里一半多的家长都给娃报
幼小衔接班了。”

咨询归纳了其他家长给孩
子报班的原因，她突然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现在公办幼儿
园都不给孩子教拼音、计算，但
是，一些好小学入学时要面试，
孩子如果不提前学习，到时候啥
都不会，人家咋收你娃？即使一
些小学不举行面试，但是，入学
一个月左右就把拼音教完了，你
娃到时候才学能跟得上吗？”

她也慌了，立即打电话咨询
幼小衔接班，准备选一个合适的
给孩子报名。

“上幼儿园大班后，班里经
常有小朋友请假，有时候能达到
一半多。”西安某公办幼儿园一
位老师坦言，中班升大班后，不
少家长采取“上午打卡、下午请
假”的方式“翘班”，一周上四天
幼儿园，一天或者两天下午家长
把孩子接走，这些孩子被家长带
到外面学拼音、识字、计算。

当然，不少家长谎称孩子生
病而请假，有的幼儿园为了禁止
这种现象的发生，要求凡是因病
请假者必须有医院的诊断证
明。但是，这也无法禁止，不少
家长选择周六周日带孩子上幼
小衔接班。

另一家公办幼儿园的一位
老师说，这些被家长提前接走的

孩子，也影响园内其他小朋友的
情绪，经常有小朋友问谁谁谁去
哪儿了。那些把孩子送入幼小
衔接班的家长，每天接送孩子时
交流幼小衔接班问题，或者把小
孩写拼音懂计算的照片发在朋
友圈、家长群，导致更多大班小
孩效仿“翘班”。

“现在有‘空巢’老人现象，
如今，一些幼儿园大班也出现了

‘空巢’问题。”某幼儿园李老师
坦言，面对此情她们也很无奈，
有的家长甚至提出想把孩子从
公办幼儿园转到民办幼儿园。

采访中记者发现，相比而言，
民办幼儿园几乎不存在类似的现
象，因为不少民办幼儿园都悄悄
提前给孩子们教拼音、计算等。

家长们虽然各有各的理由，
但总结起来一句话——“为了孩
子好”。

记者日前来到龙首村附近
一家幼儿园，接外孙放学的李姓
家长告诉记者，这所幼儿园给孩
子们教计算等，所以他们没有给
孩子在外报幼小衔接班。对于
有些家长在外面给孩子报班的
现象，她表示很理解：“孩子在幼
儿园学的知识不够，上了小学后
和别人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你以为我们想额外花钱在外面
报班吗？这不是被逼的吗？都
是为了孩子好。”家长赵先生的
说法代表了很多家长的心声，他

曾咨询过一些小学，了解到招生
时要面试。即使不面试，一年级
教学速度很快，开学一个月左右
就要把拼音学完，提前不学咋跟
得上？还有一些家长属于跟风。

家住公交六公司附近的王
女士回忆称，孩子当年入小学面
试时，老师拿识字卡让孩子认上
面的字，还让口算了10以内加减
法。她觉得，如果没有提前学
过，孩子的入学可能会受影响。

“我当时就想着幼儿园孩子就应
该好好玩，要有个快乐的童年，
等以后上小学了老师会教的。
可现实很残酷，因为老师说我娃
底子差，人家小朋友都会了！”

记者昨天咨询了西安多家幼
小衔接班辅导培训机构，两期课
程最低价格2900元，最高8800元
左右。

位于北关的一家辅导机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处的幼小衔接
班教拼音、计算、看图说话等，课程
分为全日制、周末、周内下午三类，
课程以月为最低单位。凤城五路
附近的某教育机构工作人员表示，
幼小衔接课程以拼音、识字为主，
提供全日制的课程服务，与幼儿园
类似，家长早上把孩子送来下午接
回，一般以学期为单位授课，按月

收费。“最近的几期都报满了！”太白
路附近一家幼小衔接班工作人员
说，拼音、识字写字、数学总课次66
次，费用6800元。多家机构工作人
员均表示，主要招收5岁的儿童，即
幼儿园大班的孩子。

不少培训机构、托管班专门
推出幼小衔接班免费试听课。记
者带着孩子在含光路附近一家辅
导机构进行了试听，老师从基本的
拼音开始讲起，一节课1小时，前
来试听者不少，都是家长带着幼儿
园大班的孩子。“一个班10个人左
右，前面三个班已经满了，这是最

新一期。”工作人员说。
试听结束后，一位家长现场

报名交了钱。“这里教的还可以，费
用3000元还能承受，两期课程46
次，包括识字笔画、拼音、数学100
以内加减法等，其他地方的费用太
高。”这位家长抱怨道，虽然公办幼
儿园费用低，但是不给教东西，加
上孩子在外面报幼小衔接班的费
用也不低了，当初还不如选民办幼
儿园。

此外，记者在小寨、解放路等
处的书店看到，幼小衔接教材也卖
得火热。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7月，教
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
对于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
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
的，要坚决予以禁止；小学在招生
入学中面向幼儿园组织测试等行
为的，将视具体情节追究校长和
有关教师的责任。社会培训机构
也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等名
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各地要结
合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予以规范。

小学零起点教学也被列入该
通知中，对于小学起始年级未按
国家课标规定实施零起点教学、
压缩课时、超前超标教学，以及在

招生入学中面向幼儿组织小学内
容的知识能力测试等，要坚决纠
正，并视具体情节追究校长和有
关教师的责任，纳入规范办学诚
信记录。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可为
何幼小衔接班还如此火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幼儿
园负责人分析称，一是家长的焦
虑，不少家长望子成龙，很多家长
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有的
家长相信“笨鸟先飞”，还有的家
长则是跟风，看到别的孩子上了
幼小衔接班，怕自家的孩子不学
的话跟不上。二是一些小学有入
学面试，或者开学后教学进度比

较快，导致家长担心孩子跟不
上。三是一些辅导机构为了多招
生、多赚钱，借机大肆渲染这种

“矛盾”。四是教育监管部门的监
管力度不严。

“幼小衔接没有真正到位！”
西安某小学杨副校长对记者说，
现在幼儿园升小学是零门槛入
学、零起点教学，家长之所以焦
虑，这与社会上一些幼小衔接班
的夸大宣传有关，而且，一些家长
对幼儿园和小学教学安排不了
解，得不到明确的入学信息，建议
小学应该尽量改变家长们的这一
刻板印象，给予家长们提供明确
的信息。

在逼孩子“抢跑”的背后，有
着家长、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的
共同责任。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陕西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石英表示，其实，这也是个社会
问题，类似于屡禁不止的奥数
班，因为有的地方择校时会用到
奥数。

要从根本上解决，得从这几
方面下功夫：小学不允许面试、测
试，教学进度适中；教育部门要加
强督导，让相关规定落到实处，严

格小学零起点教学，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而不是沦为一纸空文；家
长也要改变心态，幼儿教育应顺
应孩子天性，要认识到，违背幼儿
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提前
教授小学内容、强化知识技能训
练，这不仅剥夺了幼儿童年的快
乐，更挫伤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影
响了身心健康发展；对社会来说，
某些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是某
一个阶段的问题，应该考虑教育
的整个阶段。

某小学一年级张老师说，幼

儿园阶段实在没有必要提前学，
相反，“抢跑”会有不少弊端。有
的孩子入小学后，上课时自恃自
己会，往往不认真听讲。不少孩
子提前学过的内容不系统、不全
面，反倒养成一些坏习惯，比如
握笔姿势不正确，发音不准确
等。而“零基础”的孩子对学习
有浓厚的兴趣，更容易养成好的
学习习惯。

西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家长发现类似违规现象，
可以向所在区教育部门反映。

5岁女孩求妈妈给她报幼小衔接班

公办幼儿园一个班不少孩子“翘班”

担心小学入学受阻或学习跟不上

幼小衔接班火爆费用2900元至8800元

缘于起跑线焦虑还是衔接不到位

需家长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四方努力

文/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杨若林郭珂 图/本报记者代泽均

家长带孩子一起参加课外活动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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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岁孩子求妈妈报幼小衔接班
大班“翘班”是缘于起跑线焦虑 还是衔接不到位

5岁孩子求妈妈给她报幼小衔接班，原来是幼儿园大班里的
很多孩子都去校外培训机构上幼小衔接班，孩子觉得自己和其
他小朋友没有“共同语言”。

有的公办幼儿园大班有不少孩子缺勤，记者昨日调查发现，
现实困境让家长很无奈，一边是教育部门禁止公办幼儿园提前
教拼音、识字、计算，一边却是一些小学入学搞面试测试，或是开
学后教学进度很快。家长担心孩子入学受阻或入学后跟不上节
奏，便选择幼小衔接班。

提早离园是缘于起跑线焦虑，还是幼小衔接不到
位？专家分析称，其实，在逼孩子“抢跑”的背后，
有着家长、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妈妈，我真的很想上幼小
衔接班，你也给我报个班吧。”西
安市民马女士被 5岁女儿的要
求震惊了。

“你为什么要上幼小衔接班
呢？”马女士不解地问女儿，因为
在她看来，女儿上的公办幼儿园
各方面条件很好。而且，她认为
上小学之前，孩子以玩为主，开
心就好，没想到女儿这么“好
学”。“我的好朋友都在上幼小衔
接班，他们会读拼音、写数字，我
不会。”在女儿委屈的讲述中，她
终于明白了端倪，原来女儿因和
其他小朋友没有“共同语言”而
失落。“星期五下午，班里的很多
小朋友都不来幼儿园，去上幼小
衔接班。妈妈，我也想去上。”女
儿摇着妈妈的胳膊央求道。

于是，马女士通过家长微信
群，向几位家长打听情况。一位

家长说：“都11月了，你现在动手
晚了，我家孩子的幼小衔接班第
一期已经上完了，20以内加减法
都会，马上要学 100以内加减
法。”另一位比较熟悉的家长调
侃道：“你这妈妈当的也够粗心
了，班里一半多的家长都给娃报
幼小衔接班了。”

咨询归纳了其他家长给孩
子报班的原因，她突然意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现在公办幼儿
园都不给孩子教拼音、计算，但
是，一些好小学入学时要面试，
孩子如果不提前学习，到时候啥
都不会，人家咋收你娃？即使一
些小学不举行面试，但是，入学
一个月左右就把拼音教完了，你
娃到时候才学能跟得上吗？”

她也慌了，立即打电话咨询
幼小衔接班，准备选一个合适的
给孩子报名。

“上幼儿园大班后，班里经
常有小朋友请假，有时候能达到
一半多。”西安某公办幼儿园一
位老师坦言，中班升大班后，不
少家长采取“上午打卡、下午请
假”的方式“翘班”，一周上四天
幼儿园，一天或者两天下午家长
把孩子接走，这些孩子被家长带
到外面学拼音、识字、计算。

当然，不少家长谎称孩子生
病而请假，有的幼儿园为了禁止
这种现象的发生，要求凡是因病
请假者必须有医院的诊断证
明。但是，这也无法禁止，不少
家长选择周六周日带孩子上幼
小衔接班。

另一家公办幼儿园的一位
老师说，这些被家长提前接走的

孩子，也影响园内其他小朋友的
情绪，经常有小朋友问谁谁谁去
哪儿了。那些把孩子送入幼小
衔接班的家长，每天接送孩子时
交流幼小衔接班问题，或者把小
孩写拼音懂计算的照片发在朋
友圈、家长群，导致更多大班小
孩效仿“翘班”。

“现在有‘空巢’老人现象，
如今，一些幼儿园大班也出现了

‘空巢’问题。”某幼儿园李老师
坦言，面对此情她们也很无奈，
有的家长甚至提出想把孩子从
公办幼儿园转到民办幼儿园。

采访中记者发现，相比而言，
民办幼儿园几乎不存在类似的现
象，因为不少民办幼儿园都悄悄
提前给孩子们教拼音、计算等。

家长们虽然各有各的理由，
但总结起来一句话——“为了孩
子好”。

记者日前来到龙首村附近
一家幼儿园，接外孙放学的李姓
家长告诉记者，这所幼儿园给孩
子们教计算等，所以他们没有给
孩子在外报幼小衔接班。对于
有些家长在外面给孩子报班的
现象，她表示很理解：“孩子在幼
儿园学的知识不够，上了小学后
和别人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

“你以为我们想额外花钱在外面
报班吗？这不是被逼的吗？都
是为了孩子好。”家长赵先生的
说法代表了很多家长的心声，他

曾咨询过一些小学，了解到招生
时要面试。即使不面试，一年级
教学速度很快，开学一个月左右
就要把拼音学完，提前不学咋跟
得上？还有一些家长属于跟风。

家住公交六公司附近的王
女士回忆称，孩子当年入小学面
试时，老师拿识字卡让孩子认上
面的字，还让口算了10以内加减
法。她觉得，如果没有提前学
过，孩子的入学可能会受影响。

“我当时就想着幼儿园孩子就应
该好好玩，要有个快乐的童年，
等以后上小学了老师会教的。
可现实很残酷，因为老师说我娃
底子差，人家小朋友都会了！”

记者昨天咨询了西安多家幼
小衔接班辅导培训机构，两期课
程最低价格2900元，最高8800元
左右。

位于北关的一家辅导机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处的幼小衔接
班教拼音、计算、看图说话等，课程
分为全日制、周末、周内下午三类，
课程以月为最低单位。凤城五路
附近的某教育机构工作人员表示，
幼小衔接课程以拼音、识字为主，
提供全日制的课程服务，与幼儿园
类似，家长早上把孩子送来下午接
回，一般以学期为单位授课，按月

收费。“最近的几期都报满了！”太白
路附近一家幼小衔接班工作人员
说，拼音、识字写字、数学总课次66
次，费用6800元。多家机构工作人
员均表示，主要招收5岁的儿童，即
幼儿园大班的孩子。

不少培训机构、托管班专门
推出幼小衔接班免费试听课。记
者带着孩子在含光路附近一家辅
导机构进行了试听，老师从基本的
拼音开始讲起，一节课1小时，前
来试听者不少，都是家长带着幼儿
园大班的孩子。“一个班10个人左
右，前面三个班已经满了，这是最

新一期。”工作人员说。
试听结束后，一位家长现场

报名交了钱。“这里教的还可以，费
用3000元还能承受，两期课程46
次，包括识字笔画、拼音、数学100
以内加减法等，其他地方的费用太
高。”这位家长抱怨道，虽然公办幼
儿园费用低，但是不给教东西，加
上孩子在外面报幼小衔接班的费
用也不低了，当初还不如选民办幼
儿园。

此外，记者在小寨、解放路等
处的书店看到，幼小衔接教材也卖
得火热。

记者查询发现，今年7月，教
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确，
对于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
识字、计算、英语等小学课程内容
的，要坚决予以禁止；小学在招生
入学中面向幼儿园组织测试等行
为的，将视具体情节追究校长和
有关教师的责任。社会培训机构
也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等名
义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各地要结
合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予以规范。

小学零起点教学也被列入该
通知中，对于小学起始年级未按
国家课标规定实施零起点教学、
压缩课时、超前超标教学，以及在

招生入学中面向幼儿组织小学内
容的知识能力测试等，要坚决纠
正，并视具体情节追究校长和有
关教师的责任，纳入规范办学诚
信记录。

教育部门“三令五申”，可为
何幼小衔接班还如此火爆？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幼儿
园负责人分析称，一是家长的焦
虑，不少家长望子成龙，很多家长
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有的
家长相信“笨鸟先飞”，还有的家
长则是跟风，看到别的孩子上了
幼小衔接班，怕自家的孩子不学
的话跟不上。二是一些小学有入
学面试，或者开学后教学进度比

较快，导致家长担心孩子跟不
上。三是一些辅导机构为了多招
生、多赚钱，借机大肆渲染这种

“矛盾”。四是教育监管部门的监
管力度不严。

“幼小衔接没有真正到位！”
西安某小学杨副校长对记者说，
现在幼儿园升小学是零门槛入
学、零起点教学，家长之所以焦
虑，这与社会上一些幼小衔接班
的夸大宣传有关，而且，一些家长
对幼儿园和小学教学安排不了
解，得不到明确的入学信息，建议
小学应该尽量改变家长们的这一
刻板印象，给予家长们提供明确
的信息。

在逼孩子“抢跑”的背后，有
着家长、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的
共同责任。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陕西
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组组长
石英表示，其实，这也是个社会
问题，类似于屡禁不止的奥数
班，因为有的地方择校时会用到
奥数。

要从根本上解决，得从这几
方面下功夫：小学不允许面试、测
试，教学进度适中；教育部门要加
强督导，让相关规定落到实处，严

格小学零起点教学，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而不是沦为一纸空文；家
长也要改变心态，幼儿教育应顺
应孩子天性，要认识到，违背幼儿
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提前
教授小学内容、强化知识技能训
练，这不仅剥夺了幼儿童年的快
乐，更挫伤了幼儿的学习兴趣，影
响了身心健康发展；对社会来说，
某些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是某
一个阶段的问题，应该考虑教育
的整个阶段。

某小学一年级张老师说，幼

儿园阶段实在没有必要提前学，
相反，“抢跑”会有不少弊端。有
的孩子入小学后，上课时自恃自
己会，往往不认真听讲。不少孩
子提前学过的内容不系统、不全
面，反倒养成一些坏习惯，比如
握笔姿势不正确，发音不准确
等。而“零基础”的孩子对学习
有浓厚的兴趣，更容易养成好的
学习习惯。

西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家长发现类似违规现象，
可以向所在区教育部门反映。

5岁女孩求妈妈给她报幼小衔接班

公办幼儿园一个班不少孩子“翘班”

担心小学入学受阻或学习跟不上

幼小衔接班火爆费用2900元至8800元

缘于起跑线焦虑还是衔接不到位

需家长学校教育部门和社会四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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