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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7日9时许接警，西
安市未央区矿山路海景印象城D区
19号楼1单元有人坠楼。120急救
中心将伤者送往西安市第五医院救
治，后经抢救无效身亡。该男子30
岁左右，短发，上身着黑色外套，下身
着黑色牛仔裤，黑色平底胶鞋，腹部
有10厘米左右长伤疤。死者随身有
200元现金，无其他能证明死者身份
物品。请知情者与我所联系。

马警官：17782800308
刘警官：13679274594

辛家庙派出所
2019年2月12日

寻尸主启事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了解到，为满足中型载荷的发
射需求，八院正在研制长征六号改进型
运载火箭，通过捆绑4枚固体助推器，
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预计于2020年
底首飞。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作为八院商业
发射的主力军，具有运载能力适中、整
流罩空间大、环境条件优、发射周期短、
配套专属发射工位等优势。此前分别
于 2015年 9月和 2017年 11月以一箭
20星和一箭3星的方式圆满完成两次
飞行试验。

长征六号全箭长 29.3米，为三级
构型，起飞质量约103吨，700公里太阳
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为1吨，支持单星发
射、多星发射和搭载发射。通过水平整
体测试、水平整体星箭对接、水平整体
运输起竖的“三平”测发模式，可完成各
类航天器的快速发射任务。

长征六号改进型
预计2020年底首飞

据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微博消息，春
节期间，嫦娥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工作
稳定，能量平衡，各系统工况正常，数据
传收正常，红外成像光谱仪、中性原子
探测仪等科学载荷顺利开展科学探测
活动。巡视器于2月11日2时22分移
动至LEO0210点，在月面累计行驶120
米左右。

经地面分析，目前着陆器、巡视器
状态满足月夜休眠要求，将按计划于2
月11日19时与19时30分先后进入月
夜休眠模式。巡视器预计将于2月28
日唤醒，着陆器预计将于3月1日唤醒，
继续开展科学探测活动。

中新

嫦娥四号着陆器巡视器
进入月夜休眠模式

据新华社电 猪年首个交易日没
有让A股各方失望，而是延续了狗年最
后一个交易日的上涨行情，迎来开门
红。截至11日收盘，沪指收报2653.90
点，涨1.36%；深成指收报7919.05点，
涨 3.06%；创业板收报 1316.10 点，涨
3.53%。

猪年春节期间，国际上主要资本市
场走势较为平稳。与A股运行相关度
较高的指数中，美股走势相对较强，港
股恒生指数低开高走，在A股放假期间
获得一定涨幅。相较之下，欧、日股指
相对偏弱。

2019年以来，A股市场的表现在各
大市场中可谓亮眼，沪深300指数截至
2月11日累计涨幅已近10％。外资流
入也呈现加速迹象，市场数据显示，1月
沪深股通的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
606.88亿元，创互联互通机制设立以来
的单月净流入新高。

A股猪年首个交易日
迎来开门红

校外培训持续高热不退线上课程挤占春节假期

家长缘何不买教育减负的账
周一全天英语课；周二、周四线上数学课；周三舞蹈课；周五线

上英语课；周六上午绘画课、下午视唱练耳。
这是4岁的北京女孩周周在一周内的课程安排。但这并非全部。
按照周周父母的计划，2019年春暖花开后，要给周周安排一

项运动，现在的备选是花滑课程。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这堂
运动课安排在哪天上。

“看到这样的安排，很多人都会觉得对孩子来说，太残忍了。
但现实是，孩子因为热爱而有了兴趣，现在英语、数学、舞蹈这些课
程都是她自己坚持要上的。”作为周周的妈妈，刘凤楠并不认为女
儿属于“别人家的孩子”，而不给孩子减负是目前中产阶层家庭中
比较普遍的现象。

2019年春节假期，在海南过年的周周依旧没有闲下来。当线
下的课外班纷纷放假停课后，线上课程成为家长们的首选。从1月
底到正月初十，周周有两个线上短期强化班，就连大年初一和初四
的上午，周周也有两节线上英语课。

“线上课程的选择性更多一些，更受家长们青睐。明显感受到
2018年下半年各类线上课程扩张得很快，我们现在担心过快的扩
张会影响教学质量。”刘凤楠吐槽道，“如今，线下课程教得越来越
简单了，不好。”

按照曾经的计划，现在每周
只上四天课的周周，将在两年后
提前从幼儿园“毕业”，开始学前
班生涯，之后直接进入小学。之
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原因很简
单——“方便幼小衔接”。

对于这样的幼儿园安排，刘
凤楠说她并非拍脑门决定，而是
前辈们的经验之谈。

刘凤楠的好朋友鄢紫的女
儿在 2018年上小学，也属于幼
儿园的提前“毕业生”。谈及提
前“毕业”的原因，鄢紫说缘于和
幼儿园老师的一次谈话。

“当时，孩子上幼儿园大班
的下半学期。老师对我们说，

‘全班25个孩子，有9个已决定
不来上大班了，这些孩子都去上
学前班学习小学一年级课程’。”
鄢紫说，“听到这个情况时，我就
开始纠结了。”

鄢紫告诉记者，她当时就打
听了附近孩子的学习情况，最差
的也是在上小学一年级前在培
训机构上了两个月的“暑期幼小
衔接”。“但这是两年前的情况，
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所以，这
个情况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参考
性了，如今让孩子参加‘幼小衔
接’培训班的风气有愈演愈烈的
感觉，我女儿她们班居然走了一
半的孩子，这让我始料未及。”鄢
紫说，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很多公
办幼儿园。

2018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幼儿园
“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此后各地教育部门开展整
顿工作，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
学内容，但一些家长的对策却是
让孩子退园，参加各种各样的

“幼小衔接”培训班。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
与周周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

“我不想让女儿‘抢跑’,但更
不想‘落单’。”5岁北京女孩梓萱
的妈妈告诉记者，幼儿园一放假，
她就与相识的几个家长一起报了
名，“报了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
以为教孩子认识了100多个字已
经很多了，没想到与‘启蒙班’的
家长一交流，发现竟然有识字四
五百个的孩子。这样的‘学霸’娃
娃都在‘启蒙’,像女儿这样的‘白
纸’孩子必须得加油了。”

还有更拼的家长。3岁北京
女孩芊芊从 1岁就开始学习各
种课程，从最初的唱歌、跳舞、做
游戏，到两岁开始的右脑开发课
程，直至现在的芭蕾、戏剧表演
以及英语课程。

“唱歌、跳舞是为了让孩子的
性格开朗一些，右脑开发则是为

今后学习习惯以及学习能力打基
础，芭蕾这样的舞蹈课程则是现
在几乎所有小女孩的必修课，体
态很重要。”对于另外两门课程，
芊芊的妈妈黄小玲提到的原因令
记者瞠目，“很多小学现在都有英
文戏剧表演，所以学英语是必须
的，如果口语不流利，根本没有机
会上台演出，戏剧课则可以让孩
子在这方面更有信心。”

2019年，芊芊又将迎来三门
新课程：乒乓球和绘画、乐器。关
于学什么乐器，黄小玲打算先给
芊芊做个测评以后再说，因为“现
在的乐器不能学得太大众化，小
众乐器更容易脱颖而出”。

接下来，还有击剑、射击、滑
冰甚至桥牌等可能等待芊芊去
尝试。在黄小玲看来，要学就学

“不一样的，别随大流，因为现在
孩子们都在学”。

不想抢跑更不愿落单 家长培优心理在作祟

看着因为上课而快被折腾
得人仰马翻的孩子和家人，疲于
陪读的黄小玲自嘲，自己已深陷
家庭教育综合焦虑症，“就像滚
雪球，越滚越大”。

这样的人仰马翻并非只出
现在这个家庭。和芊芊在同一
家游泳中心学习的 4岁男孩小
凯，一周七天，只有半天没有课
程安排，英语课就有两种：一种
偏重口语，一种偏重拼读。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向记者

无奈地表示，自己争先恐后地将
孩子送到校外教育机构，并不是
自己不近人情，实在是大环境使
然，“赢在起跑线”的理念深入骨
髓，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业竞
争就不断地被提前。

也正因如此，黄小玲有了这
样的反问：“当一个班的孩子大多
数都去补习班，你怎么敢做‘异
类’,让自己的孩子独享‘快乐’”？
这背后是中国家长的集体焦虑，
即使质疑各种补习班的新闻层出

不穷，家长们依然我行我素。
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向

记者表示，教育改革在不断深
化，教育资源在不断均衡，过于
焦虑的家长们需要好好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人生不是短跑比
赛，而是一场马拉松，总想着赢
在起跑线上、拼命地冲刺，效果
就一定好吗？让孩子一直保持
紧张的状态真能得偿所愿吗？毕
竟我们要的不是一台学习机器，
而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虽然国家不断改革考试制
度，各地也都积极响应以确保人
才选拔的综合性，但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一纸成绩’仍是最直
接、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特别是
在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候，还得拿
分数说话。”北京市一家辅导机
构的王老师告诉记者，“家长送
学生上补习班是想让孩子除了
课堂学习之外，能比其他孩子多
学一点，这样才有机会在升学考
试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敢成为同学中“异类”成绩单仍是评判标准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家长对
于整顿培训机构，也保留了自己
的看法：“真花钱了，还是希望课
外班真教东西”“单纯整改培训
机构，只能让精英家庭的娃越来
越优秀，吃机构大锅饭的娃有学
习能力也吃不饱，长期‘营养不
良’就落后了”……

“理论上，大家的期望值是一
致的。希望校内资源多样化，教
育质量能提升，有针对性地提升
教学内容和教师队伍。把该上的
优质课程资源放在校内，课后负

担就减轻了。校外作为补充教
育，以查漏补缺为主，提高发展还
是应该回归校内。”刘凤楠向记者
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愿景”。

“希望校内教育可以多元
化、基础化，以拓展视野和兴趣
为主，校外机构自由竞争，家长
自由选择梯度和难度。这个其
实也成了美好愿望了。”刘凤楠
无奈地说，现在的风气与家长的
惯性焦虑有绝对关系。

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黄小
玲的认同。“当一个人抢跑的时

候，有一部分人在蠢蠢欲动；当一
部分人下定决心也开始抢跑的时
候，剩余的绝大部分人都开始惶
恐，于是争先恐后。抢跑的那一
批人一看差距被缩小，于是更卖
力。循环一旦产生，人们就开始
不随意愿而随大流。于是，就是
现在这个局面了。”黄小玲说。

“如果各地学校的教育差异
不大，焦虑会少很多，但教育资源
不均衡，甚至某种程度上不透明，
这就引起了部分家长对学校好坏
的幻想，也不利于消除对名校的

追逐热，降低焦虑。”鄢紫说，孩子
教育的主宰者虽然是家长，但这
背后的焦虑也是来自于大环境，

“别人家都在努力，我家小孩一
不留神就会被抛得远远的”。

采访结束后，刘凤楠给记
者发来这样一条微信：倘若不用
考试和分数来衡量教学质量，又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所谓的

“素质”吗？在这个大环境下，压
力不仅在学生身上，同时也在每
位父母的身上。

据《法制日报》

家长比拼教育资源 美好愿景何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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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八院了解到，为满足中型载荷的发
射需求，八院正在研制长征六号改进型
运载火箭，通过捆绑4枚固体助推器，
进一步提高运载能力，预计于2020年
底首飞。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作为八院商业
发射的主力军，具有运载能力适中、整
流罩空间大、环境条件优、发射周期短、
配套专属发射工位等优势。此前分别
于 2015年 9月和 2017年 11月以一箭
20星和一箭3星的方式圆满完成两次
飞行试验。

长征六号全箭长 29.3米，为三级
构型，起飞质量约103吨，700公里太阳
同步轨道运载能力为1吨，支持单星发
射、多星发射和搭载发射。通过水平整
体测试、水平整体星箭对接、水平整体
运输起竖的“三平”测发模式，可完成各
类航天器的快速发射任务。

长征六号改进型
预计2020年底首飞

据中国探月工程官方微博消息，春
节期间，嫦娥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工作
稳定，能量平衡，各系统工况正常，数据
传收正常，红外成像光谱仪、中性原子
探测仪等科学载荷顺利开展科学探测
活动。巡视器于2月11日2时22分移
动至LEO0210点，在月面累计行驶120
米左右。

经地面分析，目前着陆器、巡视器
状态满足月夜休眠要求，将按计划于2
月11日19时与19时30分先后进入月
夜休眠模式。巡视器预计将于2月28
日唤醒，着陆器预计将于3月1日唤醒，
继续开展科学探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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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着陆器巡视器
进入月夜休眠模式

据新华社电 猪年首个交易日没
有让A股各方失望，而是延续了狗年最
后一个交易日的上涨行情，迎来开门
红。截至11日收盘，沪指收报2653.90
点，涨1.36%；深成指收报7919.05点，
涨 3.06%；创业板收报 1316.10 点，涨
3.53%。

猪年春节期间，国际上主要资本市
场走势较为平稳。与A股运行相关度
较高的指数中，美股走势相对较强，港
股恒生指数低开高走，在A股放假期间
获得一定涨幅。相较之下，欧、日股指
相对偏弱。

2019年以来，A股市场的表现在各
大市场中可谓亮眼，沪深300指数截至
2月11日累计涨幅已近10％。外资流
入也呈现加速迹象，市场数据显示，1月
沪深股通的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
606.88亿元，创互联互通机制设立以来
的单月净流入新高。

A股猪年首个交易日
迎来开门红

校外培训持续高热不退线上课程挤占春节假期

家长缘何不买教育减负的账
周一全天英语课；周二、周四线上数学课；周三舞蹈课；周五线

上英语课；周六上午绘画课、下午视唱练耳。
这是4岁的北京女孩周周在一周内的课程安排。但这并非全部。
按照周周父母的计划，2019年春暖花开后，要给周周安排一

项运动，现在的备选是花滑课程。不过，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这堂
运动课安排在哪天上。

“看到这样的安排，很多人都会觉得对孩子来说，太残忍了。
但现实是，孩子因为热爱而有了兴趣，现在英语、数学、舞蹈这些课
程都是她自己坚持要上的。”作为周周的妈妈，刘凤楠并不认为女
儿属于“别人家的孩子”，而不给孩子减负是目前中产阶层家庭中
比较普遍的现象。

2019年春节假期，在海南过年的周周依旧没有闲下来。当线
下的课外班纷纷放假停课后，线上课程成为家长们的首选。从1月
底到正月初十，周周有两个线上短期强化班，就连大年初一和初四
的上午，周周也有两节线上英语课。

“线上课程的选择性更多一些，更受家长们青睐。明显感受到
2018年下半年各类线上课程扩张得很快，我们现在担心过快的扩
张会影响教学质量。”刘凤楠吐槽道，“如今，线下课程教得越来越
简单了，不好。”

按照曾经的计划，现在每周
只上四天课的周周，将在两年后
提前从幼儿园“毕业”，开始学前
班生涯，之后直接进入小学。之
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原因很简
单——“方便幼小衔接”。

对于这样的幼儿园安排，刘
凤楠说她并非拍脑门决定，而是
前辈们的经验之谈。

刘凤楠的好朋友鄢紫的女
儿在 2018年上小学，也属于幼
儿园的提前“毕业生”。谈及提
前“毕业”的原因，鄢紫说缘于和
幼儿园老师的一次谈话。

“当时，孩子上幼儿园大班
的下半学期。老师对我们说，

‘全班25个孩子，有9个已决定
不来上大班了，这些孩子都去上
学前班学习小学一年级课程’。”
鄢紫说，“听到这个情况时，我就
开始纠结了。”

鄢紫告诉记者，她当时就打
听了附近孩子的学习情况，最差
的也是在上小学一年级前在培
训机构上了两个月的“暑期幼小
衔接”。“但这是两年前的情况，
现在已经大不一样了。所以，这
个情况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参考
性了，如今让孩子参加‘幼小衔
接’培训班的风气有愈演愈烈的
感觉，我女儿她们班居然走了一
半的孩子，这让我始料未及。”鄢
紫说，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很多公
办幼儿园。

2018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幼儿园
“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此后各地教育部门开展整
顿工作，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
学内容，但一些家长的对策却是
让孩子退园，参加各种各样的

“幼小衔接”培训班。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
与周周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

“我不想让女儿‘抢跑’,但更
不想‘落单’。”5岁北京女孩梓萱
的妈妈告诉记者，幼儿园一放假，
她就与相识的几个家长一起报了
名，“报了班之后我才发现，原来
以为教孩子认识了100多个字已
经很多了，没想到与‘启蒙班’的
家长一交流，发现竟然有识字四
五百个的孩子。这样的‘学霸’娃
娃都在‘启蒙’,像女儿这样的‘白
纸’孩子必须得加油了。”

还有更拼的家长。3岁北京
女孩芊芊从 1岁就开始学习各
种课程，从最初的唱歌、跳舞、做
游戏，到两岁开始的右脑开发课
程，直至现在的芭蕾、戏剧表演
以及英语课程。

“唱歌、跳舞是为了让孩子的
性格开朗一些，右脑开发则是为

今后学习习惯以及学习能力打基
础，芭蕾这样的舞蹈课程则是现
在几乎所有小女孩的必修课，体
态很重要。”对于另外两门课程，
芊芊的妈妈黄小玲提到的原因令
记者瞠目，“很多小学现在都有英
文戏剧表演，所以学英语是必须
的，如果口语不流利，根本没有机
会上台演出，戏剧课则可以让孩
子在这方面更有信心。”

2019年，芊芊又将迎来三门
新课程：乒乓球和绘画、乐器。关
于学什么乐器，黄小玲打算先给
芊芊做个测评以后再说，因为“现
在的乐器不能学得太大众化，小
众乐器更容易脱颖而出”。

接下来，还有击剑、射击、滑
冰甚至桥牌等可能等待芊芊去
尝试。在黄小玲看来，要学就学

“不一样的，别随大流，因为现在
孩子们都在学”。

不想抢跑更不愿落单 家长培优心理在作祟

看着因为上课而快被折腾
得人仰马翻的孩子和家人，疲于
陪读的黄小玲自嘲，自己已深陷
家庭教育综合焦虑症，“就像滚
雪球，越滚越大”。

这样的人仰马翻并非只出
现在这个家庭。和芊芊在同一
家游泳中心学习的 4岁男孩小
凯，一周七天，只有半天没有课
程安排，英语课就有两种：一种
偏重口语，一种偏重拼读。

在采访中，不少家长向记者

无奈地表示，自己争先恐后地将
孩子送到校外教育机构，并不是
自己不近人情，实在是大环境使
然，“赢在起跑线”的理念深入骨
髓，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学业竞
争就不断地被提前。

也正因如此，黄小玲有了这
样的反问：“当一个班的孩子大多
数都去补习班，你怎么敢做‘异
类’,让自己的孩子独享‘快乐’”？
这背后是中国家长的集体焦虑，
即使质疑各种补习班的新闻层出

不穷，家长们依然我行我素。
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向

记者表示，教育改革在不断深
化，教育资源在不断均衡，过于
焦虑的家长们需要好好思考这
样一个问题：人生不是短跑比
赛，而是一场马拉松，总想着赢
在起跑线上、拼命地冲刺，效果
就一定好吗？让孩子一直保持
紧张的状态真能得偿所愿吗？毕
竟我们要的不是一台学习机器，
而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虽然国家不断改革考试制
度，各地也都积极响应以确保人
才选拔的综合性，但就目前的情
况来看，‘一纸成绩’仍是最直
接、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特别是
在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候，还得拿
分数说话。”北京市一家辅导机
构的王老师告诉记者，“家长送
学生上补习班是想让孩子除了
课堂学习之外，能比其他孩子多
学一点，这样才有机会在升学考
试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敢成为同学中“异类”成绩单仍是评判标准

在采访过程中，一些家长对
于整顿培训机构，也保留了自己
的看法：“真花钱了，还是希望课
外班真教东西”“单纯整改培训
机构，只能让精英家庭的娃越来
越优秀，吃机构大锅饭的娃有学
习能力也吃不饱，长期‘营养不
良’就落后了”……

“理论上，大家的期望值是一
致的。希望校内资源多样化，教
育质量能提升，有针对性地提升
教学内容和教师队伍。把该上的
优质课程资源放在校内，课后负

担就减轻了。校外作为补充教
育，以查漏补缺为主，提高发展还
是应该回归校内。”刘凤楠向记者
表达了自己的“美好愿景”。

“希望校内教育可以多元
化、基础化，以拓展视野和兴趣
为主，校外机构自由竞争，家长
自由选择梯度和难度。这个其
实也成了美好愿望了。”刘凤楠
无奈地说，现在的风气与家长的
惯性焦虑有绝对关系。

这样的观点也得到了黄小
玲的认同。“当一个人抢跑的时

候，有一部分人在蠢蠢欲动；当一
部分人下定决心也开始抢跑的时
候，剩余的绝大部分人都开始惶
恐，于是争先恐后。抢跑的那一
批人一看差距被缩小，于是更卖
力。循环一旦产生，人们就开始
不随意愿而随大流。于是，就是
现在这个局面了。”黄小玲说。

“如果各地学校的教育差异
不大，焦虑会少很多，但教育资源
不均衡，甚至某种程度上不透明，
这就引起了部分家长对学校好坏
的幻想，也不利于消除对名校的

追逐热，降低焦虑。”鄢紫说，孩子
教育的主宰者虽然是家长，但这
背后的焦虑也是来自于大环境，

“别人家都在努力，我家小孩一
不留神就会被抛得远远的”。

采访结束后，刘凤楠给记
者发来这样一条微信：倘若不用
考试和分数来衡量教学质量，又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所谓的

“素质”吗？在这个大环境下，压
力不仅在学生身上，同时也在每
位父母的身上。

据《法制日报》

家长比拼教育资源 美好愿景何时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