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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教学超前，作业量大”
妈妈让5岁孩子退园回家

温江的李先生一次驾驶 Go-
Fun 共享汽车后，心里生了疑惑：
里程统计到底准不准？他提到几个
细节：两三百米的距离软件却“跳
表”3公里，车上行车电脑的续航与
手机APP续航不一致，而行车轨迹
还出现了飞跃建筑物和锦江的“大
直线”。

GoFun共享汽车方解释，用户
提到的“跳表”系信号原因导致的数
据更新延迟，续航不一致则是传感
器采样的时间节点不一样，奇怪的
轨迹系因信号不好导致的 GPS 打
点信息丢失，“订单真的没有问题。”

用户：多个用车细节令人困惑

国庆假期的第五天，温江的李
先生准备送朋友去成都东站。上午7
点过，李先生开了一辆GoFun共享
汽车载着朋友出发。因为考虑到会
比较耗时，他选择“四川整日租”套
餐。记者注意到，套餐158元，包含24
小时时长费和100公里里程费。

李先生印象中，一路都算顺利。
不过还是有几个细节令他心生困惑。

李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在东
站附近拍摄的照片，照片上车辆里
程表显示还可以续航 648 公里，但
是手机APP上却显示只能续航620
公里，“感觉软件和车载电脑显示的
续航里程对不上。”回温江经过南熏
大道二段时，李先生肯定地告诉记
者，当时他处于两个红绿灯中间的
路上，“两个路口大概两三百米的样
子，但是里程表上却跳了3公里。”

回去结算时，系统显示，李先生
开行了 201 分钟、103 公里，根据计
费规则他支付了173.6元。“以前我
也从这里开去过东站，基本上来回
只有90多公里。”李先生说道。而查
看自己的行车轨迹时，李先生又诧
异了：轨迹在琉璃立交处呈一条直
线延伸到锦悦东路附近，横穿了众

多的建筑物，也飞过了科华南路旁
的锦江河道。

GoFun汽车：GPS没有问题

当天还车后，李先生就向Go-
Fun客服反映了问题。他告诉记者，
第二天确实也有人与他联系过，不
过之后便没了消息。

事情发生后 3 天，李先生将自
己的经历发上了微博，并@了Go-
Fun出行的官方微博。第二天，官微
留言要求李先生私信提交自己的注
册手机号，“我们将尽快为您安排专
人解决”。10日下午5时许，李先生
接到了客服电话，通话录音中客服
反复确认“GPS是没有问题的”。

北京首汽智行科技有限公司
（GoFun共享汽车所属公司）工作人
员解释，有的区间段GSM信号不好
致 GPS 打点信息丢失，导致了“大
直线”轨迹的出现。“之前没有见
过。”她补充，这不影响计价，“里程
计费是以车辆取车时仪表初始里程
以及结单时仪表里程的差值为准。”
她向记者展示了系统导出的数据，
显示李先生的订单开始时间在当天
上午7：46，结束时间是11：09，提车
时里程是 10079 公里，还车里程是
10182公里。至于李先生提到的“开
两三百米里程跳了 3 公里”，她表
示，应是信号原因导致的数据更新
延迟。

而李先生拍到的车上行车电脑
上续航里程高于手机APP数据，征
询技术人员后她告诉记者，这是因
为车在行驶中燃油会晃动，而传感
器采样的时间节点不一样，“最多有
一分钟延迟。”她表示，订单真的没
有问题，并不会对此单费用进行减
免，“但确实让用户有了不好的体
验，我们会安排人员联系用户并致
歉，提供一张优惠券。”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在幼儿园就要学拼音、珠算、英语
……这是现代版的“拔苗助长”。不久前
教育部发布通知，将开展幼儿园“小学
化”专项治理工作。面对这一顽疾，不能
头痛医头，而应系统施治。幼儿园里不
教小学课程，幼小衔接也要填平“代
沟”，小学更应坚持零起点教学。整个教
育链条理顺了，才能有效纾解家长焦
虑，让幼儿教育回归快乐。 （新华社）

最近多地气温下降，这个时候，
很多要风度不要温度的人就很容易
出现流涕，发热、咳嗽不停的症状
……感冒的症状一般伴随着咳痰、
喉部干涩、流涕、肌肉酸痛、头晕乏
力等症状，一般咳少量清痰。流感的
症状比感冒更严重，除了咳痰、肌肉
酸痛外，还伴随着头晕、头痛、腹泻
等症状。肺炎主要是会出现一些下
呼吸道的症状，除了发热，还会出现
咳黄痰的症状。那感冒、流感和肺炎
到底有哪些区别？不同的病症需要
怎么治疗呢？

今天，成都商报四川名医邀请
成都三六三医院王俊力医生做客微

坐诊，线上一对一为您解答疑惑，如
果你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请在10
月12日（周五）15：00~16：00参加我
们的微坐诊！

想知道更多服务信息吗？赶紧
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
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条的“今日服
务”，根据提示进入相应版块，即可
直通名医服务。 （倪佳）

资阳这家涉事幼儿园称其不存在幼教小学化倾向
教育部门：如存在幼教小学化倾向，将视情况要求整改并处理

9月22日至9月28日，《一念花开
——庆林画苑师生写意花鸟画展》
在泸州东艺展览馆举行。老师是69
岁的黄庆林，以及他的三位好友。学
生是12位平均年龄40岁以上的“新
人”，他们大部分半路出家，学画不
过两三年。

黄庆林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组织
这次画展，他和学生们准备了半年时
间，目的是要检验学生的水平，算是
一次“阶段性考试”。过去三年，黄庆
林每周给学生们上一堂课，从未间
断，他对学生们要求很高，自己也非
常用心，但他没有收过一分学费。

“这些半路出家的学生，对绘画
都是纯粹的热爱，所以我很愿意教
他们，不谈钱。”黄庆林说，自己每个
月有五六千元退休金，还能卖一些
画，也不差钱。

画展出乎意料的成功，黄庆林
说，之前还有些忐忑，但展出后，得
到了很多业内人士的好评，也有很
多市民慕名而来参观，甚至有成都
的人专程来看画展。

黄庆林是四川省现代国画院副
秘书长，泸州市美术家协会会员，纳
溪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其作品多次
在全国、省市参展并获奖。在泸州，
很多人知道他画画，但还不知道他

“悄悄地”带了这么一群学生。
黄国友是泸州市交通局的一名

公职人员，他是经朋友介绍，加入到
黄庆林的班上的。黄庆林最早的学
生是开餐厅的王志雄，王志雄10多
岁还在学厨师的时候，就在酒店看
到了挂在墙上的黄庆林的画，他喜
欢得不得了。2013年的时候，他托父
亲找熟人介绍，最后办了两桌“拜师
酒”，然后正式成为黄庆林的“大弟
子”。

在这个班上，40岁左右的王志雄
年纪不算大，但大家都叫他大师兄。
从一开始，黄庆林就没有收他的学
费，但每个星期，还是坐车从泸州市

区赶到纳溪区去给王志雄授课。后来
陆陆续续又有人拜师，黄庆林挨着收
下了，2015年，他开了一个班，学生们
说交学费，他坚决拒绝了。

画展结束后，很多人慕名拜师，
黄庆林很严肃，他说虽然自己不收
学费，但要求很严格，首先要看有没
有学习的热情，有没有毅力，“画画
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黄庆林说，
他收学生很慎重，他会告诉求学的
人，先考虑清楚，时间安排得过来
吗，或者有没有坚持很多年的打算，

“考虑清楚了再来。”
王志雄说，画画确实是要靠自

己不断练习，老师指点，自己还需要
刻苦。他在纳溪区的餐厅，一二楼经
营，自己在三楼又专门装修了一间
画室，每天早上七点半，他就往餐厅
赶，上午画画，到了中午在餐厅工
作，下午再画，每天大概要画四五个
小时。

“一个厨师，说我会画画，人家都
不信。”王志雄说，但自己坚持了下
来，因为自己热爱画画。在他看来，大
家聚在一起，都是有共同爱好。

王志雄画鱼，自己在厨房也给
客人煮鱼。他说画了五年，最大的
收获是让自己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以前觉得做菜只是自己谋生的手
艺，现在看来，做菜也是一门艺术。

“当你把做菜当一门艺术以后，你
就会把菜越做越好”，王志雄说，他
的餐厅已经经营了6年，生意一直
不错，“学了画画后，摆盘都比以前
更漂亮了。”

王志雄说，大家能够遇上黄庆
林老师是幸运的，他把大家聚在一
起，让大家人到中年，还有机会重新
开始自己的梦想。黄庆林说跟这些

“年轻人”呆在一起，自己也是乐在
其中，他还把自己的好友欧俊楷、黄
沙、谢跃荣介绍到“圈子”里来，无偿
为大家指点教导书法、绘画。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从事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
学前教育质量与政策教学和研
究的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
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副教授胥兴
春介绍，最近10多年，教育部及
各级政府都在通过各种政策、文
件规范和反对幼儿园小学化的
问题。但这不只是政策的问题，
背后更重要的是幼儿园小学化
给儿童发展带来的消极或负面
的影响。

胥兴春说，超前教育在小
学三年级会出现很多问题，这
就是“三年级现象”。“孩子一二
年级学得非常轻松，而这个阶
段主要是孩子学习习惯、方法
和兴趣的培养，孩子如果觉得

不用好好学就能考 99 分、100
分，慢慢就不太愿意听老师讲
课，但仍考得不错，家长也觉得
孩子很聪明。但到了三年级，孩
子学习可能就跟不上，孩子的
自尊心和学习兴趣都会受到影
响，成绩也会下滑。”

胥兴春还说，小学化教育是
一种以记忆为主的教育，更多的
偏向记忆，而幼儿园更多的是在
游戏操作中学习。所以，在幼儿
园阶段用小学的强化记忆方式
教学，会对孩子的神经系统、心
智系统甚至同伴关系带来严重
的伤害，这就会导致超前教育的
孩子在小学三年级后潜力被榨
干，没有多少学习激情。

最近几天，四川资阳市雁江区的邓蓉（化名）都在考虑5岁儿子的事。国庆节前夕，因不认可儿子所读幼儿
园大班老师的教育理念，认为其存在的幼教小学化倾向会给儿子的成长带来不利影响，她让儿子退园回了
家。对此，涉事幼儿园园长及所在班老师均称，他们不存在幼教小学化倾向，幼儿园都是通过故事情节、游戏
等融入数字和图形等知识，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兴趣。

近年来，幼教小学化现象备受关注，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发现，和不少地方一样，资阳也有部分幼儿园教授
汉语拼音、识字等内容，有幼儿家长甚至希望幼儿园能教写字、算术，以让孩子上小学后能更快适应。

今年暑期，教育部再次发文部署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明确要求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汉语拼音、识字、
计算等小学课程内容。雁江区教育局也表示，经过几年整治，幼教小学化治理取得了一定效果，目前教育部门
正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广大家长如发现幼教小学化问题也可向教育部门反映或举报。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泸州画家开班教学
3年免费为一群中年学生授课

两三百米“跳表”3公里？
轨迹飞越锦江？
共享汽车用户：里程统计究竟准不准？
GoFun：订单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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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流感和肺炎，你真的分得清吗？

四川名医直通医生为你答疑

幼儿园岂能
“拔苗助长”

邓蓉一家住在资阳城区，即将 5
岁的儿子童童（化名）此前就读于一所
民办幼儿园，秋季学期进入大班，目前
退学在家。邓蓉说，“退学的原因是个
人认为儿子所在班级教学超前，作业
量大，担心这些会磨灭孩子的天性甚
至自信。”

“以前的老师爱带着孩子们唱歌、
跳舞、玩游戏，寓教于乐。中班下期，换
了一个班主任老师。”邓蓉说，进入大
班后，数学涉及递增递减、单双数、数
的分解与组合。有时包括手工作业在
内，一周作业达到 3 次。另外，翻看
APP上发的教学照片，唱唱跳跳的少
了，孩子背着手学习的多了。通过邓蓉
提供的 APP 截图，确有学生家长在
APP上晒出作业时留言称“完成，可还
是没明白”或者“完成，但没弄明白，从
头到尾都在坐飞机”。

邓蓉说，她与老师沟通，老师则称
自己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小朋友能完
全听懂，只能保证大部分。中秋节前，
她还发现班级墙壁贴有一张计分表，
班上 40 个孩子的名字后面以“正”的
书写笔画来计分，最多的已开始写第
二个“正”字，最少的连一笔也没写。

“我沟通的目的不是让老师给我孩子
加分。我认为这种计分方式会伤害孩
子，甚至导致厌学情绪。”

“萌生退学的念头，还是教学进度
太快。”邓蓉说，中秋节后星期二才上
学，当天的教学和家庭作业是认识单双
数，星期五课堂上学习数的分解，家庭
作业是数的分解与组合。而她了解到，
公立幼儿园学前班才刚学单双数。“我
与老师沟通，孩子学习的知识应该与其
认知发展水平相当，过早过多过快地学
习，会磨灭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
老师坚持说她的进度没有问题。”

为此，邓蓉表示，对激励机制和教
学进度的不同看法只是表面的问题，
实质则是双方认同的教育理念有冲
突，并由此担心压力给孩子成长带来
负面影响。邓蓉说，现在儿子见到书就
把头偏向另一侧，甚至将书推开，她只
能暂时不让儿子接触书本。

在得到家人认可后，9月30日，邓
蓉让儿子退园回到家中。这学期，她让
儿子在家休整，在宽松的环境下学习，
舒缓紧张情绪，忘掉小动作，培养阅读
习惯和语言能力。下学期再说正常上
学的事。

童童此前所在幼儿园大班另一名
小孩的母亲也认为，班上的部分教学
有些超前，这不利于孩子成长。

10 月 8 日，涉事幼儿园大班
的老师说，在幼儿园教授算术、汉
字识字、汉语拼音等才算幼教小
学化，而她所在的幼儿园并不存
在幼教小学化的倾向，他们是“以
玩带学”。比如，大班教材中讲授
数的分解与组合，都是先讲一个
故事，其中有数字，让孩子明白，
然后再通过教具操作让孩子知道
数是如何分解与组合的，而并不
是要孩子运算。

“我们让孩子回家做的，也
不能叫作业，作业要写和算。数
的分解与组合也需要家长（通过
一些故事）引导孩子一起做，达
到教学的目的。”该老师说，他们
主要布置的是一些亲子手工和
粘贴方面的内容，且加上手工每
周最多不超过 3 次。此外，对于
邓蓉反映的进度太快问题，这是
两堂课，需要平时的生活实践，
平时也有一些自习，是一种巩

固。对于邓蓉提出的“计分表”不
妥，该老师说，她之前确实没想
那么周到，她只是为了鼓励孩
子。“家长提出来，我也接受了，
进行了改正。”

涉事幼儿园园长介绍，幼儿
园是按照《3—6岁儿童学习与发
展指南》培养孩子，幼儿园的教育
理念没问题。“老师在方法和进度
上没把握好，这是老师的问题，家
长反映后，我也给她提出来了。”

10月8日，成都商报记者在
资阳城区走访发现，确有部分
幼 儿 园 在 大 班 时 教 授 汉 语 拼
音、识字等内容，幼儿园老师称
这是因为有学生家长要求他们
多教这些内容，但他们只是让
孩子们认识，并未要求孩子们
书写。“大班一年下来，（小孩）
可以认识几十个字。”一幼儿园
老师说。有多位幼儿园老师称，
有家长希望他们教写字、加减
法等内容，幼儿园以其不利于

孩子成长为由拒绝，但有部分
家长却表示不理解。

“有些家长希望幼儿园教这
些，一些幼儿园不教又不好招
生。”资阳城区一幼儿兴趣班的
机构负责人也称，从她平时接触
的幼儿及家长了解到，有幼儿园
为了满足家长需求，迎合市场，
在中班时就开始教写字，甚至听
说有幼儿园开设的学前班让孩
子们写周记。

在幼儿园外，记者也随机采

访了部分等待接孩子的幼儿家
长。对于幼儿园是否该教授汉语
拼音、识字等内容，家长们也观点
不一。有的家长认为这太早了，不
利于孩子成长。然而，也有部分家
长认为，幼儿园应该多教孩子认
字和拼音、字母，有的甚至认为幼
儿园还应教孩子学写字、学算术，
并为孩子能认识多少字、会加减
法而自豪。在他们看来，孩子在幼
儿园多学一些，是为了上小学时
能跟得上，适应更快。

对于涉事幼儿园是否存在幼
教小学化倾向，雁江区教育局教
育股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涉事幼
儿家长可向教育部门反映，教育
部门根据了解的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后才能确认，如存在幼教小学
化倾向，教育部门将视情况要求
整改并处理。

“资阳虽然还没有幼小衔接
班，但幼教小学化的现象仍然存

在，在一些民营幼儿园或者乡镇
上的幼儿园更加明显。”有教育培
训机构负责人认为，这种现象的
出现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幼
儿园为追求招生而迎合部分家长
需求、部分学生家长不愿孩子输
在起跑线而希望孩子早学多学等
诸多方面。

“任何一个教育改革，都需
要一定的时间。”雁江区教育局

教育股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
年，根据教育部下发的文件，雁
江也将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
治理，目前正在制发文件，下一
步对督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
将要求整改并根据情况处理。

“幼儿家长发现幼儿园存在这
些问题，也可向教育部门反映
或举报，我们查实后都将进行
处理。”

事件事件：：
“教学进度太快”
家长让5岁孩子退园

园方园方：：
否认小学化，称重故事游戏化教学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
确有部分幼儿园在大班时教授拼音、识字等内容

教育部门教育部门：：
如存在幼教小学化倾向，将视情况要求整改并处理

专家观点专家观点：：
幼教小学化会导致“三年级现象”孩子学习兴趣和激情受影响

快乐才是孩子本来的样子（图据新华社）

APP上，有家长称孩子作业完成
了，但没弄明白（图据受访者）

这是幼儿园班上搞的“计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