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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硕士竟教不了一个小学生
——谁在靠你的教育焦虑“吃饭”
“培训大军”
再度集结。刚一开
学，南京一所名校
二年级的小安就
开始了在一家英
语培训机构密集
的课程，他的父母
虽是分别毕业于
国内 985 与 211 大
学的硕士，但为了
让 孩 子 受 到“ 专
业”的培训，还是
坚定地给小安报
了班。妈妈说：
“苦
虽苦，孩子的语言
敏感期没几年，不
能偷懒。”
“找房大军”
正在奔走。名校周
边的“老破小”早
已一房难求，中介
还在不断提高租
金。南京的一位家
长任女士无奈地
说：
“ 别人换房子
是改善，陪读的家
庭却在改差。但是
为了孩子的未来，
蜗居一段时间是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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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机构成了
“心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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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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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孩子也在这家学的，
真不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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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学区等于美好未来
——房产中介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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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破小”的学区房获利也因此节
节攀升。后经有关部门调查，背后是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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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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中心成了
“超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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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面目可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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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边焦虑地在刷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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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靠劝家长保持理性，要推进优质教育资
源的均衡，丰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从
根本上打破不健康的教育生态。
据新华社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针对朝鲜的严厉制裁决议
新华社联合国 9 月 11 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 11 日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议，决定对朝鲜实施
新的制裁，决议同时重申维护
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与稳
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方式和
平解决问题。
根据这份决议，国际社会
将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禁
止朝鲜纺织品出口以及禁止朝
鲜海外务工人员向国内汇款
等，以最大限度遏制其核武器
和导弹计划。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
一在决议表决后指出，中方一

贯坚持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方
敦促朝方正视国际社会要求朝
方停止核导开发的愿望和意
志，切实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决
议，不再进行核导试验，切实
回到无核化轨道。
针对朝鲜 9 月 3 日进行的第
六次核试验，美国在次日向安
理会成员散发了制裁朝鲜的决
议草案，供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
讨论。这是 2006 年以来联合国
安理会第九次通过针对朝鲜核
导计划的制裁决议。

蝙蝠为什么会撞玻璃
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 利
用回声定位，蝙蝠可以在暗夜
里敏捷飞行。但德国科学家新
近发现，这个定位系统遇到光
滑的垂直表面时会失灵，导致
蝙蝠容易撞上玻璃窗或玻璃墙。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鸟类
学研究所的科学家说，外立面
采用光滑玻璃的建筑物附近经
常出现死亡蝙蝠，可能就是因
为光滑表面造成的“感知陷
阱”使蝙蝠容易撞墙。
蝙蝠发出高频声波，分析
收到的回声以感知周围环境。
进化过程将这种定位系统打造
得非常强大，分辨率可以达到
毫米级。但现代城市里的玻璃
表面是自然界中从未存在过的
事物，在自然界中进化形成的
定位系统无法正确感知。
研究人员以大鼠耳蝠为实
验对象，让它们在狭窄的通道
里飞行。如果通道一侧竖立着

光滑的金属板，绝大多数蝙蝠
会至少撞上一次；金属板水平
放置时，不管放在哪里都不会
有蝙蝠撞上。对野外蝙蝠群落
开展的实验也显示，蝙蝠容易
撞向竖直的光滑塑料板。
研究人员解释说，光滑表
面与普通物体不同，会把绝大
部分声波反射到远离蝙蝠的方
向，导致蝙蝠收不到回声。如
果金属板水平放置，蝙蝠没有
收到下方回声，会认为自己飞
行在池塘或湖泊上；但如果垂
直放置，前方没有回声，它们
就会认为面前是开放空间。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新一期
美国 《科学》 杂志上。
蝙蝠会捕食害虫，还会给
植物传粉，对农业和生态有着
重要意义。研究人员提出，有
必要对垂直镜面密集的区域进
行密切观察，评估“感知陷
阱”对蝙蝠种群的实际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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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达疏通公司

商丘格力中央空调

物业小区、单位、学校、医院、酒店化粪
池抽污，油、污水管网高压清洗疏通，马桶、
下水道疏通，承接管网、化粪池安装施工。
电话：2020993 手机：13837017178

（商丘诚信电器）

一个电话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热线：
宋 晨 13592345321
关金杰 15539056581

一个电话上门服务
上门服务热线：
宋 晨 13592345321
关金杰 15539056581

售房
▲售商丘木石苑小区 3 楼，
131m2，配 房 40m2，水 、电 、暖 齐
全。13503709698
▲急售商丘市睢阳大道与珠江
东路交会处西南角“合谐新天
地”小区内 15 楼，148m2,三室
两厅，毛坯，一梯两户，南北
通透，户型合理，配套齐全，
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经营范围：格力空调、格力中央空
调、新风系统、水处理全屋净化系
统、
中央空调清洗保养。

买格力价更优 中意建材找老周

地址：中意建材市场院内格力空调专卖店
（香君路西南门进向北 50 米路西）

电话：
0370-3398686
18603701969（微信同号）
康先生 15637097128
▲出售门面房一间，九龙广场
手机店铺，纯一层，70m2，年租
金 35 万元，价格面议。
15037077399
▲睢阳区中州路与长江路交叉
口文苑小区 A 栋 4 楼东户，
140m2，水电暖齐全，价格面议。
13603700199
▲售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一期
33栋商铺一间，
38m2，
30万元。

高薪招聘

租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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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丽晶大酒店斜对面有线电视

名，男女不限，年龄 18 岁至 40 岁， 台家属院住房一套，
6 楼，120m2，三
能 吃 苦 耐 劳 ， 有 工 作 经 验 者 优 先 ， 室两厅，
天然气、
水、
电齐全。
待遇面议。
电话：15903708588

13103901766

租房

▲出 租商丘市检察院家属院 2
楼，120m2，水、电齐全，拎包
入住。
15660080216
▲出租府前花园精装房，4 楼，
160m2，水、电、气、暖、家具、家电
齐全，拎包入住，办公优先，价格
面议。15937007898

18837038898
▲租独院，大润发归德小区向
西 100 米，两层带院，水、电
齐全。18937019199
13937066238
▲招租商丘示范区黄金地段木
兰大道与商都大道交叉口西南
角，机修车间面积 3000m2，可
同时维修大型货车、轿车等，
有意招租者面议。
13703420609

电话：18537087827
13700703688
▲出租商丘市文化路与中州路
交叉口北 300 米，工会路新房
独院，面积 400m2，简装，水、
电齐全，交通便利，可做公
司、仓库等。
15090600641
▲出租步行街北头市一中家属
院 3 楼，三室两厅，对外出
租，水、电、燃气、热水器齐
全，拎包入住。 15637005028
▲工贸路与归德路交叉口向东

100 米路南门面房出租，面积
1000m2， 水 、 电 齐 全 ， 毛 坯
房，框架两层。13903709189
▲出租火车站红绿灯西北角临
街门面一间，纯一层，180m2。
13271088977
▲ 标 准 化 厂 房 出 租 ， 4000m2，
水、电、办公室齐全。
13137013038 朱经理
▲凯旋商城临街黄金商铺出租，
面积100m2。1883701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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