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人士认为，目前早教英语行
业市场处于混乱期，相应的教材、师
资等方面缺少标准，在监管方面尚处
空白。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涉及早教英
语培训机构多以教育培训中心、教育
咨询公司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后进
行商业运营，工商部门无法对此类机
构的办学标准、师资准入、监督考核
做出客观评价，而教育部门没有相关
审批权，更是没有权限进行管理，导
致此行业陷入“几不管”的空白地带。

山西省太原市第十二中教研室副

主任孟娟表示，国际化英语教学有利
于儿童在语言学习和思维视野方面的
发展，前提是外教需要有合格的资质
和相关教育背景。若是聘请一些“来
路不明”的外教作为早教英语培训机
构的牟利噱头，甚至所采用的教材不
科学、不正规，都不利于孩子进行系统
英语学习，教学效果会大打折扣。

“早教英语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
更好地成长，如果一定要在入学前教

孩子什么，应该是自理能力、学习及
行为习惯、社会适应能力等，学会符
合孩子成长规律的知识。”兰州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茜表示。

王茜建议，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外
籍专家就业平台建设，一方面为拥有
专业技能的人才创造便利条件，更好

满足外语培训等行业的巨大需求；另
一方面早教机构的规范化归根结底
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尽快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加强早教英语市场监管力
度，才能逐步解决问题。

（据新华社兰州8月23日电 记
者白丽萍 王菲菲）

家有孩童，谁也躲不过早教的诱惑。近两年，早教英语培训机构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其中号称“国际背景”的早教英
语课程价高动辄上万元，仍旧被部分年轻父母追捧。幼儿如何接受早教英语，到底能教给孩子什么？记者近日深入早教英
语培训机构进行调查。

“早教英语全球同步”“婴幼儿
时期是接受早教英语的黄金阶段”

“我们是英国皇室授勋表彰的早教
英语”……在很多城市的商圈和主
路段，经常会遇到早教英语培训机
构类似“洗脑”式的推销，并受到部
分年轻父母的热捧。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早教英语
培训机构招收的学员年龄不断下
探，很多不到两岁的孩子已经开始
加入英语培训行列，且这些英语培
训课程价格不菲，一年学费少则几
千元，多则上万元。

记者来到甘肃兰州夏恩早教英语
培训机构了解相关课程情况，负责咨
询的工作人员马千里告诉记者：“课程
按照宝宝年龄分成不同阶段，如果是3
岁之内的宝宝，共有50节课，一周两
次课，一节课45分钟，一学年的费用
为1.3万元，一节课价格约为260元。
要是一对一私教课会更贵一些。”

“高大上”的课程下，却是内容
的空壳化。在走访中，记者发现早
教英语的教材资料“五花八门”，不
少机构都宣称，自己的教材是英美
某著名教育机构编纂，但内容主要
是让孩子学会打招呼和简单的单词
练习，设置的教学游戏也大同小异。

早在宝宝几个月时，山西太原
市民刘慧就趁着某幼儿英语培训机
构做活动，给孩子报了两年课程。
等到孩子两岁时，正式开始了英语
培训。“第一年是亲子课，内容很简
单，本以为到了第二年孩子能学更
多东西，没想到还是在重复前一年
的内容。”刘慧觉得这纯粹是在浪费
钱，“孩子现在会说的单词基本都是
自己在家教的。”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早教英语培
训机构都将外教授课作为噱头，而来
自欧美等国家、形象好的外教更会被
当成机构招牌来吸引家长。然而，这
些外教资质不一，且更换频繁，对于
其更深背景，家长更是无从知晓。

按照规定，受聘于中国境内教育
机构工作的外籍教师，除了身体健
康、无犯罪记录外，还必须具有大学
学士以上学位和两年以上相关工作

经历，或具有国际认可的专业教师资
格证书，并在省级人社部门取得外国
专家证和由省出入境管理部门颁发
的外国人员就业证，才有资质任教。

兰州一位早教英语培训机构知
情人告诉记者，市场上真正持有工作
签证的外教很少，大部分是持旅游签
证且此前从未从事过教学工作。而
培训机构在介绍时，一般会模糊外教
身份。“我们有一位女外教对外称来

自英国，实际她只是在英国留过学。
我们担心家长有意见，一般会模糊外
教具体背景。很多家长听不出口音，
看到是外教就行。”

外教资质成谜，也体现在外教更
换频繁上。太原市一位家长反映，自
己最初带孩子试听，讲课的是位来自
加拿大的外教，但很快就离开了。之后
外教换得特别勤，一年换了4位。机构
负责人解释说，是外教的签证到期了。

“有的外教还打着鼻环。”有家
长反映，“形象不佳的外教，孩子会
有抵触心理，上课会觉得害怕，非要
父母陪着，说可以保护自己。”兰州
一业内人士透露，早教英语不仅涉
及英语培训，而且涉及早教内容，早
教英语培训机构的教师还应持有幼
师资格证书，但大部分此类从业者
什么证书都没有，很难保证教师都
具备专业的从业素质。

早教英语行业处在“幼儿期”，监管空白应尽快填补

教师资质成谜，换洋外教如同“走马灯”没有最小，只有更小
早教英语成“新时尚”

生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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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kTok将就美方
相关行政令提起诉讼

新华社洛杉矶8月23日电 总部位于洛杉矶
的互联网公司TikTok22日宣布，将就美国政府
涉及该公司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行政令提起诉
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TikTok当天发布声明说，近一年来，公司怀
着真诚的态度，寻求跟美国政府沟通。但美政府
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甚至试图强行介
入商业公司谈判。“为确保法治不被摒弃，确保公
司和用户获得公正的对待，我们将通过诉讼维护
权益。”

新华社重庆8月23日电（记者
刘铮）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和市长唐良
智陪同下，在重庆考察。

近日，长江、嘉陵江重庆段遭遇
突如其来、历史罕见的洪峰。李克强
一到重庆就赶赴受灾地区，强调要贯
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
和灾后重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
强科学防洪调度，做好抢险救援、生
产恢复等工作。他趟着泥水走进潼
南双坝村被洪水浸泡过的村民家中，
察看受损情况，到集中安置点了解受
灾群众生活。在被冲毁的农地和大

棚，他询问恢复生产有哪些困难，嘱
咐地方负责同志加大支持。得知不
少农民工回家救灾，李克强说，家是
你们的牵挂，你们这样做，就像过去
这里江上的纤夫齐声喊号子，大家一
起努力就能渡过难关，党和政府一定
会帮助你们重建家园。他还到市重
点水库考察，并察看洪水对低洼城区
淹没情况，叮嘱要抓紧研究政策并建
立直达受灾地区机制，支持地方加强
水毁工程修复、防洪排涝等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

在洪水尚未完全退去的磁器口
商业区，李克强一连走进多家商户，
并与群众和游客交流，了解因疫情和

水灾造成的商家损失，考察消费和旅
游恢复情况。他说，加快服务业全面
复业带动消费扩大，对于巩固经济恢
复性增长态势至关重要，要在做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发挥国家政策扶持
作用，助力企业和商户渡过难关，促
进旅游等服务业正常经营，释放巨大
消费潜力。

李克强来到猪八戒网络公司，对
他们打造双创平台汇聚大量专业人员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带动大量就
业表示肯定。他说，普通人有上上智，
推动双创就是要把不同人的长处激发
和结合起来，聚众智汇众力创众业。
在长安汽车公司，企业负责人介绍克

服疫情等影响汽车产销逆势上扬，李
克强鼓励他们开发更多带动消费的产
品。他还来到重庆京东方公司，了解
技术创新情况，勉励西部地区发挥回
旋空间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并向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促进高
质量发展。

在考察企业时，李克强说，从近几
个月宏观经济运行看，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政策取得积极成
效。今年保住上亿市场主体，完成新
增城镇就业900万人以上的任务，全
年经济可以实现正增长，要继续努力，
同时要应对好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

在政务大厅，重庆汇报了深化放

管服改革情况。正在办事的小微企业
人员告诉总理，国家减税降费力度超
出预期，企业普遍受益，得以生存。李
克强说，不仅要减税降费，还要进一步
降门槛，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
庆推出网上政务服务叫“渝快办”，我
们推进放管服改革就是要让群众办事
愉快、有获得感。

李克强充分肯定重庆近年来经济
社会发展成绩和防疫防汛工作，希望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开拓奋进，走在西部改革开放
创新前列，谱写重庆发展新篇章。

肖捷陪同考察。

李克强在重庆考察时强调

做好防汛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
在改革开放中持续努力巩固经济恢复性增长势头

我国成功发射高分九号05星
搭载发射多功能试验卫星、天拓五号卫星

单日新增近7万

印度新冠病例突破300万

8月18日，医务人员在印度新德里为居民做
新冠病毒检测采样。

印度累计新冠确诊病例23日突破300万
例。据印度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23日上午8
时，确诊病例总数和死亡病例总数分别攀升至
3044940例和56706例。 新华社/美联

安倍“复工”开启“省力模式”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9日结束休假、回归工作

后开启“省力模式”，即连续3天每天工作半天。
安倍身边人说，只安排半天工作是为让安倍尽可
能多休息。

共同社22日报道，安倍21日上午待在东京
都内私人宅邸，下午前往首相官邸出席新冠病毒
对策会议并与执政党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
成、自民党总裁特别助理高鸟修一会面。

安倍现年65岁，因休假期间入院体检引发外
界对他健康状况的猜疑。日本杂志《Flash》8月
初报道，安倍7月6日在首相官邸办公室吐血。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随后在记者会上回应，安倍
身体“完全没有问题”。

安倍2006年首次就任首相，2007年宣布辞
职。他2012年第二次当选，连任至今。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8月23日10时27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
火箭，成功将高分九号05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
务还搭载发射了多功能试验卫星、天拓五号卫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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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领先变为步步入坑？

早教英语“抢跑”背后乱象多

美国一疏浚船撞天然气管道
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2人失踪

据新华社休斯敦8月22日电（记者高路）据
美国媒体22日报道，一艘疏浚船21日在得克萨
斯州墨西哥湾水域撞上水下天然气管道引起爆
炸，已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另有2人失踪。

据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21日上午8时
左右。一艘疏浚船在行驶到科珀斯克里斯蒂港附
近时与水下天然气管线发生碰撞并引起爆炸。船
只燃烧解体后沉没，8人获救，4人失踪，6名伤员
被送医治疗。大火于21日晚被扑灭。

美国海岸警卫队22日证实，搜救人员当天找
到2名失踪人员的遗体，仍在墨西哥湾寻找另外2
名失踪者。

新
华
社
发

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
感染新冠且“严重”

乌克兰祖国党发言人23日说，祖国党领导
人、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
阳性。

祖国党发言人玛丽娜·索罗卡说，季莫申科“状
况严重”，体温达39摄氏度。她没有披露更多详
细情况，包括季莫申科何时确诊及是否入院治疗。

季莫申科现年59岁，2007年至2010年任乌
克兰总理。她2010年竞选总统失利。2011年
10月，季莫申科被裁定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天然
气供应协议中滥用职权，判处7年监禁。她否认
所受指控，2014年初获释。

乌克兰累计新冠病例已经超过10.4万例，死
亡超过2200例。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巴基斯坦发生
一起客货车相撞事故
造成10人死亡、20人受伤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23日电（记者李浩）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23日发生一起客货车
相撞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20人受伤。

据巴基斯坦媒体23日报道，一辆载有20多
名乘客的客车与一辆载有2人的货车在俾路支省
锡比地区相撞，3人当场死亡。发生事故的客车
超载严重，一些乘客甚至坐在车顶上。

报道说，救援人员和警察在事故发生后立即
赶到现场展开救援，将27名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救
治，其中7名伤者伤重不治身亡。

巴基斯坦交通事故频发，原因多为车辆老化、
道路崎岖且年久失修以及驾驶人员安全意识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