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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假，你要上补习班吗？”用这

个问题问刚放暑假的孩子们，他们大多会像看

外星人那样望着你，并反问“有谁不上补习班

呢？ ”

眼下，补习班、特长班、兴趣班依旧侵占着孩子们

的假期。 调查发现，大多数孩子至少要上两个补习科

目。 暑假已然成为常态化的“第三学期”。

是什么让孩子放弃了本应轻松快乐的

假期？又是谁在为这些暑期班推波助澜？

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探访。

本报记者 杨元崇 实习生 杨庆 欧春利

孩子们面对升学压力和有限的活动空

间，如何度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为此，记者

采访了教育专家，希望能为家长指点迷津，

并给孩子提供了一些供参考的暑期去处。

一位多年从事基层教育工作的老师在

接受采访时说：“假期本来就是让孩子们放

松的，如果把孩子的假期安排得满满的，孩

子自然会有抵触心理， 如果对孩子要求过

严，反而会‘揠苗助长’，不利于孩子成长。 ”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心理学

专家陈虎强对孩子参加暑期培训是持反对

态度的。 他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培训班大都

是统一的模式化教育，这不仅禁锢了孩子的

思维，还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不利于孩子

养成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暑假应该让孩子

尽情的玩，释放他们在一个学期中积累下来

的压力。 孩子过暑假，科学的度假态度应该

是“放松但不放羊”，心理上可以放松一些，

但仍然要遵守一定的作息规律，保持娱乐、

生活、学习有序进行。“要尽量给孩子提供

开眼界的机会，假期带孩子出去走走，或看

看大海和名山，或到乡下去体念生活。 ”

“现在的小学生比大学生还忙！ ”湖南

商学院中文系教授骆晓戈直言，社会舆论给

孩子们造成了较大的压力，认为只有考了好

分数、上了好学校的才是好孩子。 如果我们

也仅以分数高低作为评价孩子的依据，那么

会使我们忽视了孩子的身心健康，甚至道德

情操。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她建议，家长应

让孩子在暑假期间多感受亲情， 走进大自

然，这些东西能让孩子终生受益。 她建议孩

子们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获取更多鲜活的

知识。 骆晓戈说：“小孩子如果仅仅局限于

课堂的话，那么他的思维和想象力也会受到

影响，这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不健康的。 ”

那样的孩子别说成为精英， 即使成为对国

家、对社会有用的人都很难。

当记者将专家的建议转述给有的家长

时，家长们只一句话就令专家的良言显得苍

白无力———专家能说服政策的制定者改变

现行的人事和高考制度吗？

为什么教育部门一禁再禁的暑期班越办

越火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许多家长痛斥：“在现实的教育中，中国的

高考招生制度实际上将人才的选拔标准沦落

到唯分是举的可怜地步，过去是一分钱难倒英

雄好汉，如今则为一分决定学生的命运。 ”

湖南去年下达了全国最严禁补令，在叫停

补课坚决的地方，更有高三学生认为这是一种

新的不公平，因为“全国各地都在补，凭什么只

禁止我们”。

几乎每一个孩子从上学的那一天起，就被

灌输一个理念：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找

个好工作。 在这一理念的支撑下，家长们以分

数来评判孩子的能力，学校以分数来划分学生

的好坏，高校也以分数来录取学生。“唯分数”

的弊端尽管喊了多少年，可没有谁真正用心思

考虑过怎么变革的问题。

正是在高考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原本应

该是自由快乐的暑假，高中生、初中生甚至小

学生都背起了沉重的书包，走进了各种各样的

文化补习班。

调查发现，暑期培训班火爆的背后的驱动

力来源于一根“利益链条”。 一些名校成为培训

机构的争相合作者， 培训机构先找到名校校

长，校长推荐名师，名师再动员学生报名，甚至

有部分学校干脆入股合办培训机构，并暗里向

培训机构提供生源，由利益关系串连起来的完

整链条促使培训班既有师资又不缺少生源，由

于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尽力维护从培训班

中得来的利益，获利者们也就与有关部门玩起

“躲猫猫”，使这个链条变得更加隐蔽。

受调查的孩子们说，放假前他们心里有很

多美好愿望，可真要是到了假期，这些愿望却

很难实现，和同学们一块玩，常常很难找到他

们，就算是找到了同学，家长们也多不放心。

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较高，“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心切，都愿意让孩子多学一些知识

和技能，尤其是一些艺术特长。 万一孩子的文

化成绩不能达到要求，也能考个艺术院校。 另

外，有的家长存有攀比心理。 一个班级、一个住

宅小区的家长总是有交流的。 看到别人带着孩

子参与兴趣培训班，自己也心动。

一位家长说：“尽管小学、初中已实现了就

近入学，但一些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暗里选

拔一些好学生和分重点班。 在没有更好选拔机

制的情况下，奥数、英语常常成为学校录取学

生的条件。 我们不得不让孩子去学奥数和英

语。

探因：谁为暑期补课推波助澜

现象：乏味的补课是主题

暑假，应该是放松、休息、调整的时间，可

是大街小巷背着书包急匆匆赶课的学生们，因

为几乎相同的理由，不得不继续奔波于各种补

习班、兴趣班之间。 放松，成了许多孩子假期中

可望不可及的愿望。

7月 11日上午，记者走访长沙定王台附近

的某培训学校。 离中午放学还差 10分钟，但前

来报名咨询的家长有增不减，“我们可以根据

您的要求，帮助您联系到长沙各个名校的老师

对孩子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工作人员对前来

咨询的家长满口承诺。

在咨询室的等候区，坐着一些等待孩子放

学的家长。“教学区域，家长止步”几个大字赫

然立在等待区正对着的大门上。 记者随机采访

了一位姓王的学生家长，他告诉记者，自己的

儿子在长沙市南雅中学念书， 今年秋季升初

二。 早在放假前，他就四处为儿子打听哪个培

训班教学效果更好，经过一番筛选之后，最终

选择来到这里。王先生给儿子报了数学、物理 1

对 1教学班， 课程排得满满的， 报名费花了 1

万元。“孩子每天奔波在家与培训班之间，暑假

他“上班”花钱，我们上班拼命地挣钱。 ”王先生

说：“自己小孩子所在的班级有很多学生都在

学校外面报有补习班，在这种情况下，若不报

班，怕孩子跟不上学习节奏，大家都在补，我们

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跟着补。 ”

中午 12 点 30 分， 孩子们如撒鸭子一般，

从各个教室里冲了出来。 记者逮住一位穿着长

郡中学校服的男生。 据了解，这位学生秋季将

念高二，在这个假期里，他报了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四个科目的一对一培训班，这种一对

一的培训班收费为每小时 150 元。 该学生还

说：“此培训机构的老师和学校老师的教学水

平差不多。 ”

7月 12日，在芙蓉中路上的另一家培训机

构大厅里，前来咨询、报名的人络绎不绝，由于

天气炎热，他们大多脸色绯红，脸上布满了细

密的汗珠。 为了给孩子选一个理想的补习班，

他们大多已经奔波了数家培训机构。

在这家培训机构，报名最火爆的科目是数

学、英语。如高一上学期数学预科精品班，30个

课时学费就要 880 元，而含食宿的高一上学期

数学预科班，仅多 24个课时，学费却高出 1400

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暑假有些培训

班都快挤爆了，一个班有七八十个学生，都是

冲着名校老师来的。 ”

调查发现， 虽然教育部门屡屡发出禁补

令， 但是长沙某些学校为了提高高考上线率，

顶风联系培训机构，把重点班以培训机构的名

义专门放到里面的空教室补课，作息时间和平

时上课一样，从早上 7点到中午 12 点，下午 14

点到 18点。 补课费是 400到 800元之间，由培

训机构代收。 上课的老师全部为学校的各科老

师，上课的内容均为高考相关科目的新课文内

容。 最后导致本该用 6 个学期完成的教学任

务，缩减到 5 个学期。 对于面临高考的毕业班

学生， 想在假期放松一下简直成了一种“奢

望”。

调查发现，初中补课赶进度的现象也显得

突出。 长沙开福区几名初二学生告诉记者，对

她们来说，这个暑假上补习班不是愿不愿意的

事，而是必须如此的事。 明年面临中考，为了留

出足够的复习时间， 初三授课进度必须加快，

所以老师要求她们必须在暑假期间上补习班，

在一个月内把各门新课程先学一遍，以免开学

后跟不上进度。

暑假里的每天清早， 都会有许多小学生被

家长赶着去不同的培训点学书法、练琴、习舞、

作画。 记者在长沙市一家著名的钢琴艺术中心

看到，10间练琴房没有空闲的，课程表从早上 8

点一直排到晚上 6点。 由于平常学习繁忙，许多

孩子准备在暑假中好好练琴，以备考级。 古筝、

手风琴、钢琴、书法、素描等等不少艺术班备受

青睐，尽管艺术班学费越来越贵，从几百元到几

千元不等，但每年暑假艺术班都是爆满。

据调查，仅长沙市大大小小的学生培训机

构就有近 600 家。 每个培训机构按照平均收

200人， 每生按平均 2000 元的补习费计算，短

短一个暑假就有数亿元家长的血汗钱像烈日

下的汗水一样被蒸发。

对策：科学放假

放松而不放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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