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上流传的
一 个 段 子 是 ：
“孩子4岁，英语

词汇量只有 1500 左
右， 是不是不太够？

答：在美国肯定够了，在海淀肯
定是不够”。
段子并非完全与现实脱节。

KET 考 试 要 求 的 单 词 量 为
1500-1800，PET要求的单词量是
3500，FCE则是5500。

在竞争尤为激烈的北京市海淀
区，确有幼儿园大班考过KET的孩
子。 海淀区一家辅导机构的老师
称，在中关村一小、三小、人大附
小、清华附小等学校，考PET的学生
大有人在，有个学员称自己是二年
级考过PET的， 还有人在五年级就
考过了FCE（第三级）。

当然， 这也不能代表普遍情
况。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曹文称，
KET如果合格，相当于中国英语能
力等级量表的三级，即初三毕业的
英语水平。

曹文介绍，2018年北外考点参
加KET的学生，平均年龄为10.2岁，
及格率是65％，“也就是说，总体来
说，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英语，已经
达到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初三毕
业水平。 ”

“听起来不可思议，其实这种情
况已经延续好多年了。 ”曹文说。

根据剑桥英语的对表，PET相
当于中国高考英语的水平， 雅思
4.0－5.0分。从2014年到现在，在北
外考点，PET考生的年龄集中在
10－12岁，即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
这个学段。

北外国际教育集团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FCE考生的平均年龄为
12.2岁。 从中国英语能力量表中可以
看到，这相当于大学四年级到专业英
语四级的水平，而FCE大多数考生是
小学六年级，已经达到了大学英语的
水平。 曹文称，CAE考生的年龄也变
得越来越小，有考生在小学三年级就
取得CAE“良好”等级成绩。

“超前”的教育进度是如何造成
的？ 一位妈妈说，这其实就是“剧场
效应”———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大家
就都站起来了。

不仅是英语， 在这场日益激烈
的教育“军备竞赛”中，对孩子各类
成绩的要求也水涨船高，面临“通
货膨胀”的困局。

专栏作家维舟想让孩子报考一
所上海的知名小学， 去了才知道竞
争有多激烈：3000个孩子报名，第一
轮简历就筛掉一大半， 剩下的1200
个孩子去参加考试，在1个半小时内
要答299道题，竞争120个名额。

铁打的竞争，流水的杯赛。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举行的各类

选拔、竞赛和培训，教育部门曾多
次下达禁令。《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做好 2019 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
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严禁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学
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
生依据。 ”

禁令之下，“迎春杯”“华杯赛”
“学而思杯” 等各大奥数杯赛相继
被叫停。 然而，一些竞赛和培训往
往会改头换面，比如迎春杯就曾更
名 为 “数 学 花 园 探 秘 ”， 或 以
“ACM－ICPC 青少年程序设计科
普展示活动” 的形式等继续进行。
在政策规定的招生制度之外，也始
终存在着隐秘的选拔招生通道。

“家长总是想让孩子进好学校
的， 他们需要一个通道、 一个阶
梯。 ”业内人士认为，上世纪 80 年
代之后，高等教育所带来的职业发
展和收入增长的红利越来越高，由
此带来全球对密集式教育的追捧。

但在竞争式的育儿方式中，家
长们的焦虑到底该如何缓解？

“所有在小学阶段就达到剑桥
英语量表 160 以上的孩子，已经实

现了极大的超越， 应该让孩子花更
多时间， 在英语大阅读以及积累生
活和学习的阅历上， 这样， 他们未
来会走得更加扎实稳健， 而不只是
英语好，却脑子空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说， 竞赛热的问题， 不在于竞
赛， 而在当前的教育环境。 总体而
言， 由于义务教育不均衡， 各地存
在择校热， 以及整个社会存在名校
情结， 而我国也在推进自主招生改
革。 因此， 竞赛就变为了择校和升
学的工具。 要让竞赛回归关注、展
示学生兴趣、特长的本质，需要缓
解择校热， 同时建立更为多元的招
生评价体系。

英国教育周刊总经理黄湘雯也
认为，各类少儿类的英语考试，在一
定意义上对孩子学习语言有积极作
用，但一味追求考试，未免还是会偶
尔偏离语言学习或教育的规律。

黄湘雯说：“学习成绩、 素质
教育或者额外的语言学习 ， 都不
应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帮助孩子
找到个人发展的源动力、 成就各
有所长的个体， 才是家长以及教
育工作者们的首要任务。 ” （部分
采访对象为化名）

奥数之后， 剑桥通用五级考试正在
成为又一“现象级考试”。 在作为“教育风
向标”的北京市海淀地区，剑桥通用五级
考试成为很多学生的“标配”。

从北京外国语大学考点报考历史数
据看，PET 报考人数从 2014 年 5 月的
151 人，到 2019 年 4 月的 1469 人，5 年时
间增长了近 10 倍。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陈志文撰文指出， 这是目前全国最难抢的
考试机会，没有之一。

为什么家长们对这一考试趋之若
鹜？ 记者采访了解到，含金量高、其他杯
赛的取消和为小升初加码是这一现象背
后的原因。

浙江万里学院老师甄桂春认为，
这一考试的含金量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考试测试结果准确、 标准统一规
范；二是公平公正，没有年龄、性别、国
家、民族背景等方面的区分；三是国际
认可， 在国内也有不少学校认可这一
考试。

爱乐奇创始人兼 CEO 潘鹏凯观察
到，剑桥五级“含金量”较高，也比较公
正，在各类杯赛相继被取消后，这一考试
异军突起。

其次， 家长存在害怕孩子输在起跑
线上的焦虑。 在他们看来，学校会格外青
睐有相应证书的学生， 孩子考证能为小
学的履历增添亮点。

另外，明年 KET、PET 会更新考试形
式， 变得更注重考察孩子的实际运用能
力。 对于那些依靠题库备考的家长来说，
今年的考试是最后一次机会， 所以大家
都抓紧时间赶考。

那么， 择校时学校真的会将这一证
书作为评判标准吗？ 张亦晨今年考上了
人大附中“早培班”，她在五年级时通过
了 PET 考试。 在被问及学校是否将剑桥
五级证书作为录取条件时， 张亦晨妈妈
说：“并不是必要条件， 我觉得更多是作
为加分项吧。 ”

一位英语辅导机构的负责人也说，
各个学校情况不同， 并不是所有学校都
要求有证书， 也没有明确规定有证书就
一定加分。

广州某中学校长则透露， 现在小升
初说是不能跟任何成绩挂钩， 而实际上
还是“要看一些东西的”，比如数学竞赛
成绩、编程、KET 优秀或 PET 通过等，都
是加分项。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中小学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 、 华东师范
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季浏日前接
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 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持续下降 30 年 ，跟落后的体育课堂
教学形态有很大关系 。 体育课变成以
下这“五种课”，造成了学校体育的三大
问题 。

体育课莫成“五种课”
“几十年来 ，我们一直进行着无效

或者低效的五种课堂教学形态 ，这五种
（形态 ）在全国辐射面很广 。 ”季浏说 ，
“第一种是说教课 ， 就是体育课老师长
时间说 ，而学生练得很少 ，造成体育课
的方法单调、枯燥、乏味。第二种是安全
课 ，就是怕学生出事 ，然后 （老师 ）怕承
担责任，所以上课基本上是轻轻松松不
出汗，上成了‘不出汗的体育课 ’。 第三
种是测试课。 因为有体育中考 ，还有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 ，所以许多学校把体育
课上成测试课，考什么就教什么。 ”

季浏反对的第四种教学形态是 “单
一技术课”。他说，单一技术课是指每堂
课只教一个单一技术 ，而一个运动项目
其实是一个结构化的知识 。 技术之间 、
战术与战术之间 、技术与战略是相互联
系的。 如果都把它人为地割裂开来 ，每
堂课进行碎片化的技术教学 ，学生永远
学不好一项运动。

“所以中国的很多学生存在一个严
重的问题，就是学了 12 年的体育课 ，却
一项运动都没有掌握好，因为他 （她 ）在
学碎片化的单个技术。 ”

季浏还反对把体育课上成 “军事
课”。 “体育课不是军事课，但是我们受
传统习惯的影响 ， 过分关注学生的纪
律 ，过分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 ，按照军
事的要求来上体育课。那么就浪费了学
生学运动的时间 ，同时学生也不喜欢这
样的体育课。 ”

建议探索新的课程模式
在季浏看来 ，上述五种落后的体育

课教学形态造成了学校体育的三大问
题： 一是学生的体质健康上升不了 ，二
是学生难以掌握一项运动 ，三是学生不
喜欢体育课的现象长期存在。

“五种课堂教学形态造成三大问题
严重存在，所以我们要解决。 ”季浏说 ，
“首先可能要从制度层面进行设计 ，这
就需要综合考虑 、综合设计 。 第二个就
是我们体育教师本身要做出更大的努
力和更大的贡献 ，因为我们可能会受长
期的传统教育方式中落后的教学思想
跟方法的影响。 ”

据季浏介绍 ，针对体育课教学形态
落后的问题 ，他与业内同行创立了 “中
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 ”， 取得了一定的
实践成果。

“通过三年多的研究和在全国 50
多所学校 、15 万左右的学生中的实验
结果表明 ，只要抓住主要矛盾 ，按照这
个模式的三个关键要素来坚持每一堂
课的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 ，其他问题就
会迎刃而解。 ”

季浏所指的第一个关键要素是运
动负荷，他强调每堂体育课要达到一定
标准的运动负荷 ，要让学生出汗 ，不出
汗就没锻炼效果。第二个是每堂课要有
大约 10 分钟的体能练习 ， 这是为了解
决学生体质健康下降的问题。

第三个要素是结构化的技能学习 。
“不是学单个技术，是学运动。 所以 ，每
堂课要学组合技术 ，要有对抗 ，要有比
赛。 这样一节课一节课上下去 ，学生就
会想运动，而且从运动中能够培养学生
的技能 ，促进学生身体发展 ，提高学生
的体能水平和技能水平 ，也能培养学生
的体育精神跟体育品质。 ”（新华社）

“KET、PET 出成绩了！ ”11 月 15 日，有人
在亲子群里甩出这句话，立即溅起一片“水花”。

“我朋友他儿子，一年级 PET 通过了。 ”
“这孩子咋学的？ ”“赶紧取经去”“听说明年

就更难考了”……
对于很多家长而言，“考 K 考 P”就像“ZX”

“KS”“八少八素”“鸡娃”等其他“养娃黑话”一
样，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词。

小小学学六六年年级级
达达到到大大学学英英语语专专四四
只只能能算算““标标配配””？？

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
下降 30 年

如何让体育课
“强起来”？

缓解焦虑 建立多元招生评价体系

升学砝码 PET 通过或是“加分项”

华杯赛

迎春杯

学而思杯奥数

剑桥通用五级考试火爆，对家
长来说并不意外。 近年来，考级“焦
虑”愈演愈烈，背后的这些参与者，
无论是无奈、无意还是故意，都或
多或少助推了这场焦虑的蔓延。

虽然近几年，教育部门相继叫
停不少知名的学科竞赛，中小学生
能参与的有一定含金量的考试越
来越少，但学校为了“掐尖”招数花
样百出。 面对与名校有明显差距的
家门口学校，有多少家长可以坦然
接受？ 只要有家长想方设法让子女
进好学校，蔓延开来的焦虑就会刺
激更多家长，加入择校大军，让孩
子考各种证增加筹码就成了必经
之路。

此外，我国教育培训市场体量
巨大，超前教育和焦虑营销，已经
成为培训机构吸引生源的两大法
宝。

上月，一个听起来深不可测的
名字“量子波动速读”，刷新了网友
的三观。 一群小学生面无表情、疯
狂翻书，培训者号称有来自宇宙的
神秘力量， 能让受训者在 1－5 分
钟，就能读完一本 10 万字的书。 还
有很多类似的令人瞠目结舌的骗
局，比如，宣扬“全脑开发”“超感学
习力”进行的蒙眼识字培训，一批
批家长居然争相砸钱、深信不疑。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基石，缓解
焦虑一方面需要家长建立科学的
教育理念，另一方面要继续推动教
育资源均衡化。 资源不均衡是一个
老话题，如何解决，从韩国废除精
英高中的做法中， 或许能得到启
示。 在韩国，高中事实上被分为“一
流”和“二流”，“掐尖招生”很普遍。
韩国教育部近日宣布，将废除精英
高中，统一转为普通高中，以消除
入学不平等问题。 同时计划在未来
五年，投入超过约合 120 亿人民币
用于提高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

就如同有的家长感叹：“如果
公办学校都这么牛，民办学校还有
什么‘尖’可掐？ ” （新华社）

�� ““超超前前教教育育””焦焦虑虑蔓蔓延延，，剑剑桥桥通通用用五五级级
考试成为“现象级考试”

报考靠抢 “从北京跑到海南考”

超前教育
有娃幼儿园就考过 KET

谁在助推
“考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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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KET”“PET”，分别对应剑桥
英语通用五级考试第一级和第二级。 此
外，还有FCE（第三级）、CAE（第四级）、
CPE（第五级），考试旨在全面测试考生
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英语能力水平，
成绩及格者由英国剑桥大学地方考试委
员会统一颁发证书。

剑桥英语通用五级考试，每年举行
两次，分别在5月至6月、11月至12月进
行。 世界160多个国家中，有3000多个
考点，考生可在获批准的剑桥英语考点
报考。

这几年，家长和辅导机构都感觉，报
名越来越难了。

五年级学生家长张女士， 早早就做
了功课。“很多家长说报名名额都是秒
光，要拼网速拼反应”，她对记者说，“我
怕抢不到名额，就找了‘黄牛’。 怕一个不
牢靠，就找了两个。 每个‘黄牛’500元。 ”

等到报考那天， 她还是不放心，“提

前半小时就登录网站等着刷考位， 结果
网页一打开就卡住了”。 由于报考人数太
多， 电脑系统崩溃了，“黄牛” 也没有抢
到。 张女士抓住最后一次系统漏洞的机
会，终于报上了福建的考位。

北京妈妈李晓苏刚好赶在报名的最
后一天，给孩子报名12月的KET考试。 打
开网站后，她发现北京、天津等周边城市
早已报满，只有内蒙古、甘肃、新疆、西
藏、海南还有名额，她干脆就报了海南的
考点。

北京一家辅导机构的老师介绍，政
策越来越严，因为“这两年太火了，教委
在严控”。 北京的考位特别紧张，他们这
家辅导机构一共有十几个校区， 每个校
区的名额都不超过10个， 加起来最多也
就一百多个名额。 而今年每一期都有数
百人想考，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家长会想
各种办法，包括去外地考试。 明年的考位
肯定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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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种牙过年能用吗？家里老人缺牙多，想问能不能年前
把牙种好过年好用。 ”

“我缺牙很多，种牙的话要多长时间？ 会不会很痛？ ”
广州暨博口腔疑难种植中心近期接到不少来自广东省各

地缺牙患者的咨询电话，多会询问多颗种植以及种植时长等问
题。 据了解，原来是因为中国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春节即
将到来，大鱼大肉、美酒美食，吃喝尽兴了节日才不算白过。 可
对于缺牙较多的叔叔阿姨来说这无疑是件难事，有没有办法可
以让他们在节前重获好牙享受美食呢？

》ALL-ON-N 桥式种植：采用冠搭桥修复方式，只需种 4~6 颗
即可恢复半口牙、8~12 颗恢复全口牙，大大减少创伤及种牙费用。

》引导骨再生技术：针对牙槽骨骨量不足问题，引导骨组织再生，
不用植骨就能恢复骨量。

》即刻种植：拔牙、种牙一次完成，免除二次手术，还能降低植骨
费用，实现当天种牙当天用。

据种植名医、 广州暨博口腔医院院长潘
广嗣介绍，中老年人因为身体机能下降，口腔
牙槽骨吸收等原因常出现牙齿松动、 多颗牙
缺失的情况。 就传统临床牙修复而言，时间花
费较长、且对医生技术要求较高。 想要解决多
颗种牙难题关键在于医生和技术， 广州暨博
种植专家团队升级研发ALL-ON-N桥式种

植、GBR 引导骨再生和即刻种植三大核心技
术，种植专家采用冠搭桥修复方式，只需种 4�
~6颗即可恢复半口牙、8-12 颗恢复全口牙。
拔牙、种牙一次完成，免除二次手术，实现当
天种牙当天用。 现在预约大粤名医看诊治疗，
可享受多颗种植首颗 11元，半全口种植 5 折
的优惠活动。 咨询电话：020� 89888807。

11 月看牙特惠
免费看诊

拍片检查、名医看诊、方案设计全免

厂商联合公益活动
免费种植牙申请（50 岁以上，仅限 10 名）

进口种植牙 11 元 / 颗
（首颗优惠价，2 颗起种，包括植体，基台和牙冠）

种植导板 5 折
半 / 全口种植 5 折

来院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 16
号富力盈盛广场 2 楼（地铁 5 号线潭村站 D 出
口，直走 100 米左右到）

预约电话：020-89888807

潘
广
嗣
院
长
介
绍
荨

医保定点 / 三甲团队 / 规范诊疗 /6 城 31 院

多颗缺牙福利：半全口种植 5 折，春节大吃大喝不用愁！
年前种牙过年吃得香，多颗种牙首颗 11 元，半全口种牙 5 折优惠，名医 1 对 1 亲诊。 咨询电话：020-8988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