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小”衔接须引起重视》后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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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公开招聘聘用制辅警人员
根据工作需要，九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委托九江市人才市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聘用制辅警人员，具体情况如下：

一、招聘计划
招聘计划15名。
其中：01岗位 10 人（限男性退伍军

人）。
02岗位5人（限男性）。

二、招聘主要条件
1、身体健康，品行端正，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吃苦耐劳，热爱辅警工作。
2、01岗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02岗

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具备岗位所需要技
能要求。

3、年龄在22周岁（含）以上（1996年
7 月 31 日以前出生），30 周岁（含）以下
（1988年7月31日以后出生）。

4、身高 1.75 米及以上，在九江市区
有固定住所。

具体加分条件及不具备报考条件的
请登录九江人才网查看。
三、招聘程序及办法

1、报名时间及方式：2018年 8月 23
日 9:00 至 9 月 8 日 16:00 在九江人才网

（网址：www.jjtl.com.cn）上报名及缴费，
缴费时间延期到9月9日16:00止。

2、笔试时间：2018年 9月 15日上午
9:30-11:00 《综合基础知识》闭卷笔试，
笔试地点详见《笔试准考证》。

3、资格审查时间：2018年 9月 18日
08:00。

4、面试时间：2018年10月13日。
5、体能测试时间：2018 年 10 月 18

日。
6、体检时间：2018年10月23日。

四、聘用及待遇
此次招聘的辅警人员实行劳务派遣

制，与九江仁实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两年的劳动合同。试用期 2个月，
合同期满经考核合格，可续签劳动合同。

试用期工资 2500 元(含个人缴纳社
会保险费用)，正式聘用后工资组成：基
本工资2807元（加班工资另计）；根据工
作需要提供制式服装；提供早、中工作
餐；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详细情况请登录九江人才网了解（网址www.jjtl.com.cn）。
咨询电话：8576818、856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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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一个小区多家少儿英语机构扎堆

近日，记者调查走访发现，近年来，九
江市场上增开了不少少儿英语培训机构，
质量层次有别，规模大小不一。以九江万
达商圈为例，四周环绕着四五家此类机构，
收费以一节课四十元为主。其中一家全国
连锁的少儿英语教育机构收录学生最多，
大的有十几岁，而最小的才刚满两岁。

何晶是一位 80后妈妈，又是英语专业
毕业的，从事外贸工作，所以特别注重培养
孩子的外语学习能力。家中宝宝果果未满
3岁，何晶就把他送去学英语。

“其实孩子才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开始
有意无意地教他说一些简单的英文。还特
意给他报的是有外教教学的双语幼儿园。
可能是我自己从事的是和英语相关的工
作，所以对于希望我自己的孩子学好这门
语言的诉求比其他家长更强烈一些。我身
边也有不少朋友会送孩子去学启蒙英语，
不过他们多以寄娱于学为主”何晶告诉长
江周刊记者，除了让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外，
她还给孩子报了一个线上学英语的课程。

何晶说，“这是一个线上学习项目叫
‘宝玩英语’，与其说是让孩子学习英语，不
如说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游戏项目，通过音
乐和舞蹈教大人和孩子一起唱些简单的英
语歌，做些简单的英文游戏。”

学了大半年的英语课，现在果果已经
可以完整唱出字母歌，还能说两句问候语，
这让何晶特别欣慰，起码在周围的小朋友
中，果果算得上是个“双语宝宝”了。

调查：
越来越多年轻家长钟情“英语早教”

少儿英语教育的市场有多大？大部分
家长是如何看待英语早教项目的呢？

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九江
市民对教育产品的消费意愿也在不断增
强，根据一家市场咨询机构的一项调查显
示，72%的家长赞成孩子从 1岁至 5岁就开
始学习英语，并倾向于让孩子从更小的时
候就开始接触英语，而且城市越发达、家长
文化程度越高，对英语早教的认可度越高。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像何晶一样，愿意
把孩子培养成“双语宝宝”的人不在少数。
特别是年轻的80、90后家长，他们中的很多
人把孩子从小就能说外语当成早教的目标
之一。

市民罗女士刚给自家宝宝悠悠报了个
专门针对幼儿园小班孩子的英语课，特意
选了外教班，每节课的学费略贵一些，但是
为了让孩子养成纯正的口语发音习惯，罗
女士觉得这笔钱花得值。但是，悠悠进了
英语外教班后哭个不停，根本不想学习，罗
女士只好作罢。

专家：
完全没必要过早介入外语学习

学习英语固然重要，但是孩子从幼儿
期就开始英语启蒙，真的好吗?听一听相关
专家是怎么说的？

饶春霞是一位退休教师，一直从事英
语教学与教研工作，她认为，从教育角度来
讲，每个孩子特点都不相同，不能一概而
论，也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在幼儿期接触
英语启蒙。一般来说，进入小学三年级都
会开设国家课程的英语课，其实从这个时
候，开始进入系统的听说读写的学习是比
较科学的方法。三年级的孩子具备一定的
语文拼音基础，不至于把英语与母语的语
法搞混。即便是小学一二年级的英语学习
都要以听说唱画演为主，这样可以让学前
完全没有接触过英语的孩子，也能很快进
入学习角色。

饶春霞说，因为汉语拼音和英语字母
有相似之处，过早涉及英语拼读学习，小孩
子很容易把英文字母与拼音混淆，特别是
从小在中文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不利于语
言学习的“正迁移”。

8月 31日，九江市中心幼儿园开学报
名，园长和老师都对家长详细介绍了教育
部的“通知”内容，并且分析了幼儿的心智
发展过程，引导家长更加科学地看待幼小
衔接问题。不仅大班老师，刚刚入园的小
班家长也被老师告知，升到大班也不会有
小学化的教学内容出现，“根据教育专家
长时间的跟踪研究，这才是最适合孩子的

学习时间表。”一位老师说，
九江市中心幼儿园是公办幼儿园，而

一些私立幼儿园则对教育部的“通知”要
求有所顾虑。濂溪区一家私立幼儿园的
老师就说，“我们假如不教，有的家长就会
责怪我们，认为孩子在我们这里没有学到
东西，因为现在九江好一些的小学都要考
试，所以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学到一些知

识。”
今年九江小学报名这一天，不少家长

都收到了该校致家长的一封信，就是学
校向家长承诺，一年级老师的教学工作
将立足于学生“零基础”。对于很多家长
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最严
禁令刚刚下达，按照要求明年 4月完成整
改，九江市民可以拭目以待。

小学一年级承诺立足“零基础”
仍有私立幼儿园偷偷踩红线

本报记者 周慧超

“上午学拼音、识
字，下午学数学和英
语。”回想起暑假每天
接送孩子上幼小衔接
班的经历，赵霞觉得，
自己也跟孩子提前过

上了小学生活。如今，对很多幼儿
园大班家长来说，幼小衔接班俨然
成为“刚需”。

而最近，教育部下发通知，严禁
幼儿园和培训机构提前教授小学内
容，并明确明年 4 月底前全面完成
整改。本周，九江的幼儿园和小学
都相继开学。刚一开学，九江市很
多幼儿园就向家长阐明幼儿园期间
严禁“小学化”的要求，而一些小学
开学也向家长保证，一年级的教学
从“零基础”开始。

“孩子还未上幼儿园前，我和妻子基
本属于‘佛系’父母，秉持的观点是只要孩
子健康快乐就好。”市民高先生告诉记者，
孩子上了幼儿园后，他和其他家长的交流
日益增多，看到其他家长给孩子报各种兴
趣班、培训班，别人家的孩子在各种比赛
中崭露头角，他也不淡定了，不知不觉也
开始“跟跑”。

针对“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班”这一问
题，记者随机采访了 20位幼儿家长，其中
包括 15位幼儿园大班孩子的家长，5位幼
儿园中班孩子的家长，得出的结论让人大
吃一惊，除两位中班孩子妈妈有点犹豫
外，其他家长对这一问题均给出了肯定的
回答。

在记者追问“为什么要上幼小衔接
班”后，不少家长的回答明显带有焦虑情
绪。“大班学不了什么知识，别的孩子都在
上，你家的能不上吗？不上万一小学跟不
上咋办？”家长朱虹说，今年她的大儿子上
幼儿园中班，小儿子还不到1岁，她一边忙
活着给大儿子考察幼小衔接班，一边为小
儿子考察早教机构。

在线上交流平台“宝宝树”九江宝妈
论坛中，“幼小衔接”一直是一个热点话
题，而且讨论更多的不是“上不上”的问
题，而是去哪里上、多少钱的问题，幼小
衔接班俨然成了家长们的“刚需”。不
过，相比一些准小学生家长的焦虑，很多
孩子已经上小学的家长显得淡定些，不

少热心的家长以“过来人”身份现身说
法。

“我儿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作为
一个过来人，我建议还是上一下正规的
幼小衔接班，时间不用太长，三个月就
够。目的是让他感受一下上小学和上幼
儿园的不同，更多的是让孩子养成写作
业、遵守课堂秩序的习惯。在学习内容
上，我不建议过度‘抢跑’。”一位妈妈与
其他妈妈分享自己的经验。

不过，也有一些家长对校外幼小衔接
班“不感冒”。“幼小衔接教育是必须的，
但为此上培训班我觉得没必要，只要父
母在孩子过渡期多注意引导就足够了。”
孩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的吴先生说。

前情：幼小衔接班成“刚需”

在幼小衔接班招生旺季，教育部却给
出了一记重拳。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
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严禁幼儿园和社
会培训机构提前教授小学内容；坚决纠正
小学起始年级未按国家课标规定实施零
起点教学、压缩课时、超前超标教学，以及
在招生入学中面向幼儿组织小学内容的
知识能力测试。该《通知》还明确：相关部
门将于 2018年 12月底前完成对幼儿园、
小学、培训机构的抽查和摸排；对有“小学
化”倾向的行为要于2019年4月底前完成
整改。

“如果幼儿园、培训机构‘小学化’真

能被禁止，所有孩子都能‘零起点’入学，
对孩子和家长都是好事。”朱虹说，作为家
长，她比任何人都希望孩子能快快乐乐享
受童年，但她同样担忧“有令不止”或者治
理效果打折扣。记者采访发现，对于禁
令，很多幼儿家长都存在像朱虹一样的忧
虑。

家长们的忧虑也不无道理。实际上，
这并不是教育部首次对“幼儿园小学化”
进行专项治理，但此次治理首次将社会培
训机构纳入纠正范围。

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发展学
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坚持科学保教，
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倾向。

2011年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幼儿
园保育教育工作，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小
学化”现象的通知》，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
小学教育内容。

2012年，又出台《3-6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提出幼儿园克服“小学化”倾向。

2016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新版《幼儿
园工作规程》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提
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为什么幼儿教育“小学化”屡禁不
止？“如果老师只领着孩子玩，家长会认
为幼儿园不好，幼儿园生源会受到影
响。”一家民办幼儿园工作人员无奈地
说。

目前：最严“小学化”禁令发出

应对：幼儿园、小学积极响应

少儿英语逐渐低龄化
早学新语言真的好吗？

本报记者 吴凤思

“开始上幼儿园了，你还会送
你家宝宝去学英语吗？”“应该会
送的，既然已经早早学了，还是希
望坚持学下去。”9 月 3 日是新学
期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新学期的
到来让这个早晨变得拥堵异常，
两位年轻的80后妈妈，牵着自家
孩子的小手，一边等着公交，一边
交谈。

两位年轻的妈妈正在讨论的
是：要不要给才刚满三岁的宝宝
继续报英语学习班。近年来，随
着全球化进程的日渐加快，英语
学习愈发呈现低龄化趋势，英语
早教市场迅速兴起并日渐火爆，
早教班、儿童英语培训机构应运
而生，甚至越来越多的培训机构
都开设了幼儿外教培训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