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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海口的早教机构存在“两
极分化”形势。据业内人士介绍，目
前海口市区的早教机构据有20多
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大型商
业中心营业的早教机构，这些早教机
构大部分都是国外品牌，大多规模庞
大，装修高档。提供的主要服务是亲
子类课程，价格也相对较贵，最贵的
每节课200元-300元，便宜点的也
要每节课100-200元。

另一类主要分布在住宅区附
近。面积不大，服务设施相对一般，
既经营亲子课程，也经营半天或全天

托管，收费较便宜。亲子课收费大多
在60-80元每节，最便宜也有50元/
节。

“不管是按节算费的国外品牌
‘高级早教课程’，还是上半托或者全
托班的本土早教课程，花费都不小，
一年怎么也得近2万。”家住海口的
汪女士告诉记者，她对比了几家早教
中心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按节算钱的
高级早教班，因为在她看来，从这些
早教班的基础设施上来看似乎“更专
业一些”也更“安全一些”，但具体是
不是效果更明显，她也不清楚。

早教市场鱼龙混杂，收费缺乏标准

家长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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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走访海口
早教市场发现，如今的
早教市场可谓鱼龙混
杂，花样百出，并且收费
也缺乏相应的标准。有
些早教中心动辄一年好
几万的学费让不少普通
家庭的家长都发出：“一
场 早 教 一 场 穷 ”的 感
慨。可是，到底什么是
早教？早教到底能给孩
子带来哪些好处呢？也
许很多家长并不知道或
者并没有在意。

各种早教机构的遍地开花，从另
一个角度也体现了家长们对早教的
认可。而对于早教是否具有显性的
效果，琼台师范老师邓虹婵认为教育
的作用是长期的，早教在很大程度上
培养的是孩子的性格与能力，因此也
不能简单地用分数去衡量，在孩子成
长的过程中，早教的作用会潜移默化
地影响孩子待人接物等各方面。因
此，家长在权衡教育方式时，首先要

认清希望孩子学到什么。
谈起对早教的定义，邓虹婵表示，

中国与美国在早教学龄阶段的定义上
存在差异，在美国，对0-8岁孩子教育
都属于早期教育，而在我国，官方定义
的早教一般是指0-6岁，可是在实践
层面，早期教育机构又主要是指对0-
3岁孩子的早期教育，而3-6岁称为幼
儿教育。

“早期教育不等于提前学习。”邓

虹婵表示，如今大部分父母认为早教
就是让孩子提前开始学习读、写、算，
让孩子在开始接受正式教育前做好充
足准备。但面对这样的早教，许多教
育学者都提出反对，其实早教更强调
的是孩子个性的发展。“孩子的早期教
育需要的是解放天性，提前学习只会
造成孩子的负担，没有过多益处。”邓
虹婵强调说。

早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邓虹
婵告诉记者，早教可以培养孩子的认
知能力、情绪控制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和思维能力等多方面的能力，早教
提供给孩子一个平台，可以让他们提
前去认识陌生的世界，主动去跟人沟
通。

“没有接受过早教的孩子和接受
过早教的孩子，最突出的表现体现在

幼儿园入园前的分离焦虑症。”邓虹
婵告诉记者，如果上过早教，那么这
种入园焦虑症可能表现不是很明
显。上过早教的孩子和没上过早教
孩子的入园适应能力和同伴的沟通
能力，以及负面情绪的调整等，都有
明显的差异性。

时下，大都是由祖父母带孩
子，老人带大的孩子，交际的圈子

小，新环境对他的刺激少，面对幼
儿园的新环境，孩子会感到陌生，
表现出自卑情绪。而早教可以给
孩子对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感的
认识。邓虹婵认为，早教提供给孩
子入园前的一个过渡阶段，可以让
孩子提前信任这个世界，信任陌生
环境，自信心也可以在早教中得到
证实。

如今，早教市场的混乱，其实并
不只是海南出现的特有现象。据了
解，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从事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师资培养的
专业和院校，早教从业人员整体业务
素质不高，教育质量也无法保证。婴
幼儿早教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我省的早期幼儿教育起步晚，目

前基础教育的工作重心还主要放在解决
适龄孩子的入园问题，对于0-3岁孩子
的早期教育，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对早教机构的审批注册监管问
题，该负责人表示，目前省内并没有
出台专门的文件来规范，但是我省即
将出台幼儿园审批注册的管理办法，
该办法规定，早教机构可以参照幼儿
园审批注册的管理办法来执行。据

了解，该办法正处于征求意见阶段，
不久将正式出台。

针对目前早教的短板，邓虹婵建
议，地方政府可以社区的名义，每个
社区专门设立一个像社区卫生医院
一样的社区早教服务站，家长如果有
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可以在这里找到
专业老师咨询，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得
起早教。

到底这些舶来的“高级早教班”
和本土的早教有什么不一样呢？近
日，记者进行了走访对比。

近日，记者来到海口京华城某早
教中心，发现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上
早教课程。走进该早教中心，明亮的
色彩，高品质的装修和人性化的设计
一下子将记者拉入一种欢乐舒适的
氛围中。据了解，该早教中心品牌在
全球40多个国家有700多家早教中
心，其中在中国就有200多家。

根据宝宝的不同年龄阶段，从0-3
岁，早教中心设置了不同的课程，比如
小小观察者、小小实践家、问题解决者
等不同阶段的启蒙教育课程。除此之
外，还设置音乐、艺术、学校技能、生活
技能课等，为孩子的未来入园做准备。

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课程都是中英文教学，更多的是通
过玩耍，不断地重复一些动作或者语
言，让孩子获得一种隐性的教育，来
培养孩子的安全感、自信心和专注
力。同时更多的是教会父母如何正
确地培养自己的孩子。

当记者询问带孩子接受早教的
家长们是否感觉孩子在接受早教后
有变化时，带孩子早教2年多的5岁
宝宝的妈妈郑女士告诉记者，明显感
觉孩子比以前开朗了，也爱吃饭了。
而1岁半宝宝的爸爸梁先生则告诉
记者，一周就上2个小时课程，暂时
感觉变化不是很明显，但是孩子玩得
开心。

随后，记者又来到海甸岛某小区
的一所本土私人早教机构，该早教机
构采取一对一的服务方式，基本是全
托或者半托。课程虽然并没有国外品
牌早教班那样丰富，装修不比高级早
教班漂亮，但是各种类型的玩具却是
不少。记者注意到，在这里年纪最小
的孩子1岁，最大的孩子5岁，小一点
的主要是老师带着玩耍，而大一点的，
老师除了带孩子玩耍，还教孩子一些
简单的英语、算数或者识字课程。

家长马先生告诉记者，家里主要
是没有人带孩子，所以把孩子放在小
区早教中心，就当提前上幼儿园了，
只要有人看着就放心了。

生命中总会有这么几个人，他们的
好，直到你长大了，才能真正体会。我
也遇到几个，老李就是其中之一。

初一下学期，我从东方民中转学
到铁路中学。老李是我的新班主
任。当同学们听说这一消息后，都

“嘿嘿”坏笑。还有人拍了拍我肩膀
意味深长地说：“你就自求多福吧！”
成为班级一员后，我才知道同学所言
非虚。老李真的很“厉害”。他是“警
察”——不是他英语课时，他也节节
课在教室外巡班。哪个同学上课有
点小动作，一下课，保准被老李狠批
一顿。他是“心理咨询师”——谁的
学习状态不对劲，肯定被抓住去谈
心。我们都觉得他像“居委会大
妈”。每个月的大扫除他都卷起裤腿
和我们一起拖地。他总等到值日生

来检查后才走，所以我们谁也别想
偷懒。年少轻狂的我们觉得老李
烦透了。

我对老李也颇有怨言。一天
早上，天刚亮，我就火急火燎赶到
教室抄数学作业。要知道，不交作
业，不仅会被扣操行分还会被叫家
长的。当我正抄得不亦乐乎时，突
然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抬起头，
我瞥见了一张阴得快要滴下雨来
的脸。大事不妙，是老李！不出所
料，在办公室里我受到了暴风骤雨
式地批评。末了，还要写一份五百
字以上的检讨。

我的第二份检讨是因为迟到
而写的。没错，我就是比上课铃晚
十五秒进教室。这次我真的很不
服气。腹诽道：不就迟到一小会

么？小题大做！但老李就是这样，作弊、
迟到在他看来就是原则性错误。“坐直
了，别趴下！”这是他的口头禅。他说，这
是一语双关。既提醒我们上课坐姿端
正，又教我们做人要堂堂正正。人的生
命是由时间构成的，所以要有时间观
念。这几句话，三年里，我们的耳朵都听
出老茧。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同学倒背
如流。

老李做得最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事是
初二时的一堂班会课。那时候，班上有同
学青春萌动。这哪能逃过老李的火眼金
睛。于是，他给我们上了一堂有关早恋的
班会课。在课上，老李破天荒地谈到了自

己的私事。他说，他和师母是在下乡时
认识的。具体的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
那句：“真正的爱情在对的时间遇到对
的人。”那时候，很多老师对早恋是避而
不谈的，只有老李开诚布公地和我们谈
这些。那堂课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触动。

中考报志愿时，我为了减轻家里
负担，报考了省卫生学校。老李一遍
又一遍地做我思想工作。他说，困难
总是一时的，不读大学的人生是遗憾
的。我很拧，还是坚持自己的选择。
后来，我已经初中毕业了，在等中专的
录取通知书。在暑假里，老李还到我
家劝我父母让我读高中。老李还帮我

到教育局拿回我的档案。在老李的坚
持下，我读了高中。上高中时，在校园
里，我还常常遇到老李。他总鼓励我：

“你爸妈真不容易，你要努力考个好大
学！”

拿到东北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
时，我第一个给李老师报喜。我很想
对他说：“如果不是遇到你，大学对我
而言就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对了，李老师大名李仕民！直到
现在我们班的同学还会很自豪地说，
我们的班主任和唐太宗的名字读音一
样哦，霸气吧？一个好的班主任是一
个班孩子最大的福气！

班主任老李 ■ 王慧娇

“两极分化”的早教市场

探访“高级早教班”

到底什么是早教？

早教可缓解宝宝入园前的分离焦虑症

带娃上早教
■ 本报记者 侯赛 ■ 见习记者 张婷

又到一年寒假时，孩子们告别了校园，离开了
老师和同学，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假期生活。可是，
带着孩子们去哪儿？干什么？无疑是留给每个家
长的一份寒假作业。

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131教室里，八
岁半的陈美如正坐在画架前认真地用画笔调着颜
料，一笔一笔地勾勒出心中海的模样。一旁的妈
妈张静时不时地帮着挤颜料，给建议，洗画笔，还
得把小美如抹到脸上、身上的颜料擦干净。

“我喜欢画画和英语，因为每次老师教的都不
一样，很有趣。可是舞蹈课每天都要压腿，很疼，
但我都不会哭。”小姑娘嗲声嗲气地说。这个寒
假，张静陪着女儿学画画，练舞蹈，上英语课。“都
是她自己想学的，并没有想要她成为画家或者舞
蹈家，就是培养她的兴趣，让她多一些体验。从中
发现她更多的可能性。”张静笑着说。

不同于许多高三学生寒假闷头学习，海口景
山学校高三年级的金迪这个寒假要和妈妈一起去
东南亚旅游。金迪母亲金女士表示，之所以选择
这个时候带孩子去旅游，就是希望她多看看这个
世界，开阔眼界，知道高考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放
松心情，然后尽力一搏。

“订酒店需要上英文网站，做攻略需要了解当
地的历史地理情况，从前课本里生硬的知识点因
为旅行变得鲜活和实用。我好像更喜欢英语和地
理了。”以前不太喜欢地理的金迪，因为这次旅行，
喜欢上了这门学科。她还特意把清迈作为目的地
之一，因为传说那里就是邓丽君《小城故事》中的

“小城”，而妈妈最爱邓丽君。
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的陈杰和二十几位

同学近日带着牛奶、饼干、糖果和水果等礼物来到
海口市福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们。这次活动是
陈杰的母亲赵女士特别联系的。赵女士表示，带
儿子来福利院，希望他能学会关心别人，成为一个
善良有爱心的人。

“看到好多孩子还那么小，就没有父母在身
边，觉得挺难过的。也突然明白和他们相比自己
是多么的幸福，有爸爸有妈妈，还能上学。”15岁
的陈杰眼眶微微有些红地说，福利院里的好多小
朋友都姓福，真的希望他们都能有一天拥有爱他
们的爸爸妈妈，真正的幸福起来。临走时，陈杰和
同学们还把三百多元班费捐给了福利院，希望过
年给这些小朋友们多买些好吃的。

这个寒假，
陪着孩子一起过

早期教育监管存在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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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舒适：要实地考察，看看环
境，是否把宝宝的安全考虑得比较周
到，要有基本的安全通道和针对孩子
的安全措施，玩具、教具要安全、卫生，
环境要舒适、明快、整洁。好动是孩子
的天性，不可能让孩子在等待的时间
里安安静静地坐着，早教机构必须有
足够的能够吸引孩子的活动场所。

卫生领域：每天孩子进门测量体
温，生病的被要求带回家；所有进门
人士须脱鞋，并穿专用鞋套；有专职
清洁工，每天早晚清洁；场所环境整
洁。据数家早教机构工作人员称，刚
来早教机构的第一个月，孩子因病缺
勤的次数保持在 1-2 天左右属于正

常，如果孩子频繁生病或者一次生病
延续好多天，则说明早教机构的卫生
防疫方面存在漏洞，需要引起重视。

师资力量：在选择早教中心的时
候，师资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
一。家长在和老师接触时，只要提几个
专业的问题或就自己孩子目前发展的特
点进行交流，就会检验出老师的水平。
同时，还需考察的是早教中心对宝宝的
关爱程度、工作人员对孩子是否有爱心。

课程设计：向老师了解这个月龄
的孩子教学内容及安排，考察课程编
排是否考虑了孩子个性化发展的需
要，是否适合孩子月龄发展。在课程
编排上要有连贯性，由浅及深，有针

对孩子年龄的特色课程。
定期活动：好的早教机构能够定

期举办属于孩子的聚会，给孩子提供
一个展现自己、表现自己的舞台，给
孩子参加团体活动的机会，得到家庭
以外的交往训练。大型的表演机会
还能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还应该创
造家长与早教专家沟通的机会。

价格合理：要考虑自己家庭的承
受能力，并非越贵越好，只要适合自
己的孩子就是最好的。

交通便捷：上早教课的孩子都比
较小，如果路途比较远，在路上耗费
孩子太多的体力，会影响上课的效
果。 （侯赛 辑）

■相关链接 如何选择早教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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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官方定义的早教一般是指0-6岁，可是在实践层面，早期教育机构又主要是指对0-3岁孩子的早期教育。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幼儿老师认为，接受过早教的孩子在入园时能减轻分离焦虑症。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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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博物馆将会在2月19日至2月24日
每天上午9：30—11：00在博物馆一楼大厅举行

“琪琪格邀你到我家”——民族风情主题社教活
动，作为“五彩呼伦贝尔——鄂伦春·鄂温克·达
斡尔民族民俗展”的一部分，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们欣赏内蒙古歌舞表演，尝试丛林射箭，体验特
色围鹿棋，品尝地道美味奶茶。活动为免费报名
参与，当期活动只接受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
限，报满截止。

报名要求：8—12岁青少年，每期限八组家庭报名
预约报名：报名电话65238891

海南省图书馆2月28日上午10：00将会在
亲子阅读室举办“少年琼州说”演讲活动，针对8-
15岁青少年，不限题目演讲。限20组家庭参加，
观众需要全程参与活动，每人演讲时间在10分钟
左右。

报名电话：侯老师13637641520

春节期间省图书馆开放时间：2月18日（除
夕）全馆闭馆一天；2月19日（大年初一）至2月
21日（大年初三）开馆时间为9：00—13：00；2月
22日（大年初四）至2月24日（大年初六）开馆时
间为：9：00—17：00。

海口市福利院开放日为每个月的第二个周
六，为保证孩子们的正常学习生活，其他时间探
访需要提前联系预约。

预约电话：66268012（周一至周五）

（张婷）

瞧，你还可以
这么过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