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烈要求减负!”“强烈要求

取消成绩排名!” 呐喊方才消退,

“强烈要求恢复小升初统考!” 的呼

声又起。 记者采访多位家长了解到,

相比各种培训、竞赛、考证给孩子带

来的压力、给家长带来的焦虑,不少

人宁愿重新承受“一考定成败” 。 一

位家长说:“看不到清晰的路径规

划,搞不清什么时间做什么事合适,

无法不焦虑。 ”

“不可捉摸、模棱两可、体外循

环。” 殷飞则用这样三个词概括当下

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无序竞争。 正是

这种不确定性, 让人们感到确定的

统一考试反而显得不那么害怕了。

现实中, 焦虑消解正在被置换

为各种形式的“烧钱” 行为,而嗅到

了这一“商机” 的商业综合体们迎

来了“新生” 。

记者采访发现, 城市中的商业

中心正在变身“超级学校” 。 以南京

市地标紫峰大厦为例, 每一层楼都

有至少两家培训机构进驻。 每到周

末、假期,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频繁

进出, 孩子们的身影从一楼的英语

班出来, 又进入二楼的学而思培优

班,匆匆吃完午饭,再进入三楼的舞

蹈班。 门外等候的家长中不乏硕士、

博士,他们一边焦虑地刷着手机,吐

槽起步阶段的数学、拼音、图形这么

简单收费却不低, 但又很庆幸自己

第一时间“秒杀” 到了课程。

殷飞认为,要纾解家长的焦虑,

不能仅靠劝家长理性, 要推进优质

教育资源的均衡, 从根本上打破不

健康的教育生态。 新华社

教育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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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升本”关心的那些话题

高考成绩，决定了成绩好的同学可以直接进入本科学习，而对于那些成绩不

太理想或考场发挥不理想的同学而言，选择专科是他们另一条出路。 但这里面有

很多同学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专升本” 。 那么，关于“专升本”有哪些问题要

注意？ 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贵州普学教育的高强老师，就很多学生和家长关心

的专升本话题进行解读。

问： 目前我们国家获得专升本的途

径有哪些？

答： 专升本是指大学专科层次的学

生进入到本科层次进行学习， 专升本目

前有两种类型： 第一类是普通高等教育

专升本；第二类是成人高等教育专升本，

包括远程教育专升本、成人高考专升本、

自考专升本、 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专

升本等。

问：以贵州省为例，统招专升本需要

注意什么？

答：第一，统招专升本报名条件：贵

州省普通高职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有我

省高职学历的退役士兵；身体健康；思想

品德良好；学业成绩合格。 报名时间为：

每年 3月 23日至 28日。 报名办法：符合

报名条件的应届毕业生在毕业院校报

名， 毕业院校负责审查考生报名信息以

及毕业专业是否符合招生院校的报考要

求， 同时组织本校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

到当地市（州）招生办指定的报名点办

理网上报名手续。

第二，参加统一的入学考试。 文化考

试分文史和理工两大科类， 文史类文化

考试科目为大学语文、英语、专业课；理

工类文化考试科目为高等数学、英语、专

业课。 各科分值均为 150 分，总分为 450

分。 报考体育、艺术专业的考生可任选一

科类参加考试。

第三，文化成绩划线。 由贵州省招生

考试院根据考生文化考试成绩和全省

“专升本” 招生计划数，按不超过招生计

划数 130%的比例划定最低文化合格分数

线。

第四、志愿填报。 填报志愿时间与普

通高考志愿填报同步进行， 考生通过网

上志愿填报系统填报。 考生可填报 1 所

院校 1个专业志愿。

第五、专业考试。 专业考试由各招生

院校负责组织， 文化成绩上线考生于 7

月 7日持身份证、高职毕业证（毕业院校

证明、《义务兵退出现役证》）、准考证在

报考院校指定的地点进行资格审查。

第六、录取工作。 录取工作在省招生

委员会领导下， 由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和

省招生考试院组织实施。 省招生考试院

按文化考试成绩和专业考试成绩之和，

从高分到低分投档。 院校生源不足时，各

招生院校实行专业成绩互认， 专业成绩

上线而未被录取的考生可进行网上

补报志愿，补报专业志愿应符合招生

院校对毕业专业要求。

问：取得专升本今后有哪些优势呢？

答： 我们国家目前公务员招考基本

上都要本科以上学历， 市场机制下的就

业渠道也比较宽阔。 本科学历也可以直

接考研究生。 因此大专的学生建议最好

能在大三的时候参加专升本入学考试。

问： 专升本家长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问题？

答： 支持孩子参加考

试， 对孩子所报考的学校

及专业进行了解和掌握，

让孩子结合自身情况选择

一所理想的大学。 本报记者 孙维娜

专升本

谁在靠你的教育焦虑“吃饭”

◆教育调查

不辞辛苦培训、不惜人力陪读、不惜成本择校……专家认为,当下的教育焦虑固然来自优质

教育资源相对稀缺,但家长严重焦虑和畸形攀比的“心魔”背后确有利益推手。 教育焦虑究竟为

何愈演愈烈？ 谁在靠“吹大”你的焦虑“泡泡”牟利？ 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

以为是口碑 其实是套路

“要专挑孩子不会的提问”

“一定要让家长感觉自己孩子真

的不太行” ……近日被媒体曝光

的某培训机构英语课程设计,揭出

了培训机构的“攻心计” 。

记者调查了解到,利用家长从

众、攀比的心理,培训机构的“洗

脑”阵地已经前移到了手机里。

南京一位刚刚幼升小的家长

冉峰发现,自从孩子确定要上家附

近一所著名小学后, 就被拉进了

“某小学入学群” 。刚开始,大家交

流孩子和家长信息,相谈甚欢。 随

着人数增多,广告出现了———暑期

游学团、游泳教练、理财平台等等,

而最多的还是各种培训班的推荐。

“真是聊着天就把你给 ‘套

路’了。”冉峰说,每次都是他家孩

子学什么了, 感觉很好给大家推

荐, 然后几个固定的托儿开始跟

帖。

一位教育培训业内人士说,家

长们往往今天看某个“牛娃” 上了

什么班,就开始焦虑,想马上跟风

报班;明天去报,发现居然有钱也

报不上,越报不上越心焦。 摸透了

这些心理,培训机构就会利用各种

群圈定目标受众,打着分享升学信

息、提供升学指导的旗号,散播报

名紧张等信息, 制造焦虑气氛,

“吹风” 中就把生意给做了。

房产中介 成“教育专家”

开学了, 学区房的投资暂时降

温,租房陪读的市场火爆起来。 记者

走访南京多家房产中介了解到,几家

名校周边的出租房虽是“老破小” ,

租金却年年看涨。 “人生是一种选

择。学区房 =优质教育资源 =孩子的

美好未来。 ” 房产中介王龙向记者

“兜售” 这一理念。

学区房、陪读房,为何价格严重

偏离市场规律仍受追捧？教育业内人

士分析, 根源当然是教育资源不均

衡,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稀缺。 “问题

在于,市场正在利用这种不均衡炒作

焦虑,不断推高价格。 ” 南京师范大

学副教授殷飞说。

房产中介变身“教育专家” ,类

似现象已不鲜见。北京西城区的教学

实力曾一度被追捧,学区房获利也因

此节节攀升。 后经调查,背后是一家

中介机构的统一行为。

一些在网络上、在微信朋友圈里

被炒得火热、看起来出自资深教育人

士的文章,背后的写手却是房产中介

机构。“现在很多学区房中介开始做

自媒体,自己给自己写软文,稳赚不

赔。 ” 一位房产营销人士告诉记者,

这些中介一边炒着小学、中学的学区

排名,哪个版块的教育资源好,一边

在群里面鼓动家长一定要买学区房,

动态更新房源。 “很多家长一焦虑,

头脑一热,孩子才进小学就开始琢磨

初中的学区房该往哪里买了。 ”

校内减负 校外“烧钱”

师资良莠不齐，是不少学生与

家长对民办辅导机构心存顾虑的

重要原因。 为推动我国民办辅导机

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11 日， 中国

教育学会为首批 121 名通过辅导

机构教师专业水平等级认证的高

级教师颁发证书。 这是辅导教育行

业首次采用统一标准对机构教师

的专业水平进行评定。

据《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

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 显示，

2016 年我国辅导机构教师规模达

700 万至 850 万人， 学生人次超过

1.87亿，市场规模超过 8000亿元。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介

绍，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订、高考

招生制度改革深入推进、基于互联

网的新教育教学模式不断地发展，

都使得辅导机构面临着新的挑战

与机遇。 通过多方协商共同制定标

准并开展资质认证水平评估，对于

提高我国民办辅导机构教师队伍

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据介绍，为促进校外辅导机构

规范健康发展，下一步中国教育学

会将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合作，逐

步建立起行业规范机制，开展并建

设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第

三方质量认证和评估体系。 此外，

中国教育学会将在全国范围内建

立辅教认证考试基地、并逐步建立

全国辅导机构教师专业电子档案

库。

会上，辅导机构教师代表签署

了 《教师职业道德及行为规范条

例》， 表示自愿在辅导机构教师职

业发展规范上起表率作用。

据新华社

民办辅导机构

教师将进行认证

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12 日发表

报告说，2000 年以来，经合组织成

员国拥有高等教育学历者所占比

例明显提高；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相关专业毕业生，普遍比文科毕

业生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

经合组织在 《2017 年教育概

览》中指出，2000 年至 2016 年间，

其 35 个成员国中，25 岁至 64 岁

成年人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

的人群比例平均从 22％增至

36％；在 25 岁至 34 岁的年轻人中

平均占比更是从 26％升至 43％，

增加了 17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贸易、管理和法律

是大部分经合组织成员国高等教

育阶段最受欢迎的专业。 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等专业学生比例并

不占优。 但是，得益于近年来建设

创新型社会，上述专业学生在就业

时优势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信息通信技术相关

专业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最高，约

为 88％，比艺术、文学、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以及新闻专业的整体就

业率高出 7个百分点。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

亚表示，接受高等教育会对个体发

展产生积极作用。 各国应建立公

平、优质的教育体系，为年轻人提

供更具发展前景的学科专业。

据新华社

经合组织报告称

理工专业毕业生

更容易找到工作

我们口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