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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今年暑期，，少儿编程课程仿佛一夜之间少儿编程课程仿佛一夜之间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轻易地取代了机器并且轻易地取代了机器
人人、、马术马术、、击剑等曾经的热门课程击剑等曾经的热门课程，，站在了课站在了课
外活动外活动““鄙视链顶端鄙视链顶端”，”，即便是上万元的课程即便是上万元的课程
收费收费，，似乎也阻挡不住家长们似乎也阻挡不住家长们““不让孩子输在不让孩子输在
人工智能起跑线上人工智能起跑线上””的热情的热情。。

当被问及为何会如此热捧少儿编程时当被问及为何会如此热捧少儿编程时，，
““锻炼孩子思维能力的新方法锻炼孩子思维能力的新方法””是不少家长的是不少家长的
答案答案，，更有甚者将少儿编程作为升学阶段进入更有甚者将少儿编程作为升学阶段进入
名校的砝码名校的砝码。。在网络上检索在网络上检索，“，“2121世纪最火的专世纪最火的专
业业”“”“2121世纪最流行的语言世纪最流行的语言””等描述赫然可见等描述赫然可见。。

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少儿编程行业中国少儿编程行业
研究报告研究报告》》显示显示，，少儿编程行业市场规模约为少儿编程行业市场规模约为
3030亿—亿—4040亿元亿元，，用户规模约用户规模约15501550万万，，行业规模行业规模
将在将在55年内达到年内达到300300亿元亿元，，有分析者将其视为有分析者将其视为

““下一个奥数级别的市场下一个奥数级别的市场”。”。纷繁复杂的培训纷繁复杂的培训
机构机构、、火爆的培训市场背后火爆的培训市场背后，，少儿编程搭建的少儿编程搭建的
课程体系到底能让孩子们从中收获什么课程体系到底能让孩子们从中收获什么？？连连
日来日来，，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红星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

孩子不学就输了？

公益捐赠：
孩子们的笑脸是最大的意义

80后罗金云出生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金川县，2008年毕业后，他只身来到成
都，开启了律师生涯。从起初的案源少、收入
低，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业律师。2013
年，罗金云和朋友共同创办了四川矩衡律师
事务所。

创业初期，他和近10名律师挤在一个只有
15平方米的办公区里，约见客户都要去附近的
茶楼。这样的环境没有击退罗金云，反而激发
了他的斗志，带领团队不断发展，如今已经搬
进了宽敞明亮的独栋办公楼。

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罗金云，不曾忘记一路
来的艰辛，也记得自己读书期间，生活困难时
曾多么渴望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律所成立后，
罗金云便发起了“以爱之名”公益项目，主要对
象是青少年，每年定期向贫困的高寒边缘地区
提供法律援助和物资捐赠，还在高校设立了

“矩衡律师励志奖学金”，帮扶家境困难的优秀
学子。

为了让援助抵达最有需要的人，团队会先
行调查，然后实地查看，确定最贫困的地区和
对象，再前去捐赠。活动开展这么多年，有一年
去攀枝花市米易县捐赠的经历让罗金云印象
深刻。那是个冬天，团队长途跋涉，来到米易县
最为偏远的一所小学。那里有50多名从半山上
搬迁下来的小孩，穿着明显不合身的肥大衣
服，旧旧的，还很单薄，脚上的鞋也破了洞。罗
金云和律师们把带来的新羽绒服给孩子们穿
上，还发了新书包和文具。

淳朴的孩子们没有多少话，只是害羞地笑
着。就是这样的笑容，让所有人的内心都认识
到来的意义。“其实我们只做了很小的事情，看
着孩子们，能感受到他们对世界的憧憬和渴
望。我们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由于所获资
源和受教育水平等差异，人人又生而不同。能
通过这样的行动，给他们带去希望就很值了。”

法律援助：
为少数民族搭建司法援助平台

比律所创立还早的是成都市祥瑞少数民
族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当律师的这几年来，罗
金云接触的人和事，加上自己是蒙古族，让他
意识到少数民族法律援助的重要性。

于是，2011年，罗金云创建了成都市祥瑞
少数民族法律援助服务中心，一手组建团队，
为在蓉的少数民族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
律咨询等。同时，罗金云还带领团队走进甘孜
州、阿坝州等地，送去法律观念，也帮助解决法
律纠纷。

起初，有人不理解罗金云的做法，愿意加
入的律师和服务中心场地都很难找，但罗金云
坚持了下来。他认为，律师除了有商业属性外，
还有社会属性，要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我非
常倡导青年律师来参与我们的法律援助，一起
去帮助那些最贫困、最有需要的人。”

把法律和公益带进山区，道阻且长，但作
为一名有着近14年党龄的党员，罗金云不曾忘
记自己的初心，做一名合格党员，做一名合格
律师。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更多地承担起社
会责任。“既然选择了律师这条路，就把它当成
终身事业去追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整个行
业和社会发展起到哪怕一点点的推动作用，也
是我的人生意义所在。”罗金云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受访者供图

在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
院院长、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
赛四川省特派员周世杰教授看来，相关
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四川地区信息学教育
低龄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周世杰教授介绍道，许多中小学老
师自己都不会编程，怎么能够教学生呢？
其次信息学教材质量不高。现在，很多学
校都有信息技术课，但大都只是教学生
一点很基础的电脑知识，根本谈不上编
程和信息学教育。针对这一问题，电子科
技大学和组委会目前正在着手开发适用
于中小学生信息学教育的专门教材。

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能力和素质的培
养，“编程并不难学，事实上只要注意方式

方法 ，即便是低年级的小学生，也只需要
一个月就可以入门。但能走多远，能研究和
开发出个什么来，这得看个人的兴趣以及
悟性。”周世杰教授特别强调，“在做好信息
学教育低龄化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如何
开展教育的问题。比如不要片面理解编程，
不要给孩子灌输功利学习的思想，抱着升
学加分的目的去学，也不要一开始就讲晦
涩的语言和算法。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我
们尤其要注意教育方法，以兴趣为引导，注
意分层次开展信息学教育，比如最开始可
以让小孩子用容易上手的scratch学编程，
随着他们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高，再
学习python、C++等编程语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机器人编程机器人编程、、
图形化编程图形化编程、、PythonPython
等不属于信息学编等不属于信息学编
程范畴程范畴

不要抱着升学不要抱着升学
加分目的去学加分目的去学，，能能
走多远要看个人兴走多远要看个人兴
趣及悟性趣及悟性

﹃

世
纪
最
火
﹄
的
专
业
又
来
了

“乔布斯11岁开始编程，成了一代传奇”“比尔·盖
茨13岁开始编程，31岁成为世界首富”“扎克伯格10岁
起步 ，埃隆·马斯克更早了，才9岁”“让孩子做未来的
引领者而不是被淘汰者”……这样的广告语，让徐燕
毫无抵抗力。

“都说不会编程的人等于文盲，今年成都有初三、
高一的孩子就通过信息学竞赛早早签约名校，我怎么
也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抱着多学点东西就多
条路的念头，在咨询多家培训机构后，徐燕一次性给6
岁儿子牛牛报了为期一年的少儿编程培训班，即便是
13000元的价格也没有让她皱一下眉头，即便这是目
前为止，徐燕给儿子报的最贵的兴趣班。

被少儿编程这场龙卷风席卷的家长并不在少数。
鹏鹏的妈妈是朋友圈“晒娃狂魔”，细心的朋友发现，
以前经常晒儿子搭建机器人的鹏鹏妈妈，最近却开始
晒坐在电脑前的儿子，“身边几个妈妈都让孩子转学
了编程课，能提高孩子的逻辑能力，还说小升初面试
很加分的，我们九岁才开始学都有点晚了，我们做家
长的不能给孩子拖后腿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调查了解到，少儿编程
从去年开始逐渐火热，甚至被业内人士称作“下一个
奥数”。记者以“ 少儿编程”为关键词在天眼查进行
搜索，相关公司数量多达252家。不仅业内知名的“童
程童美”“编程猫”“小码王”等机构已在成都开设分
支机构，部分的校区数量已经突破10家，同时诸如

“千里码少儿编程”等本地机构也步入少儿编程的赛
道，前两年风光无限的机器人培训机构也增开了少
儿编程课程。

从收费情况看，不少培训班一年的起步价在万元以上，参加
培训的学生以小学生、初中生为主。

在少儿编程教培机构的宣传语中，也常常能看到“升学”“必修”
等字眼，越来越多的家长也认为必须让孩子学习编程，似乎不学就
会被时代淘汰。“看着其他孩子都在学，自己孩子学了总不吃亏。”虽
然鹏鹏妈妈说，鹏鹏班里不少同学也都报名了编程班，但实际上，学
文科的鹏鹏妈妈至今也并不清楚少儿编程究竟学些什么。

记者调查了解到，少儿编程在国内开始显示其强劲的风头
是在2017年。当年，《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的通知》中明确实施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
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2018年，浙江、天津、江苏等
多地将编程纳入高中信息技术课程和高考的内容体系，南京、天
津等地将编程纳入中考特招范围。在一些地方中小学尤其是民
办学校，少儿编程日渐成为招生的重要考核标准之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关注少儿编程。在
调查过程中，有几家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向记者介绍学习理由：孩
子学了编程后可以参加信息学竞赛，如果成绩拔尖，就不用参加
高考；编程不仅能作为孩子的一门技能，以后小升初、初升高都
可以加分……“你知道小升初奥数竞赛已经取消了吧？现在取代
的是信息学竞赛。”另一家培训机构的老师在推销中这样向记者
表示，现在不少学校择优录取时都认信息学比赛证书。

公开报道显示，近年来竞赛生被名牌大学提前录取的消息
确实存在。在2019年四川100名保送生中，就有多名来自信息学
奥林匹克国际集训队。

价格过万的少儿编程班，到底教给孩子们什么？
日前，记者在位于东方广场的一家培训机构内看

到，两三名家长正坐在休息区等候，两间相邻的教室里
各有六七个孩子在上课。这里的教室基本都是小间，教
室里每个孩子面前都有一台电脑。当记者询问能否参加
体验课时，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必须要孩子亲自前来才
能进入教室听课，“老师会通过电脑程序掌握孩子的基
本水平，看孩子适合学哪个阶段的编程，一般建议从6岁
开始从机器人编程入手，9岁左右的孩子可以学习Py-
thon编程，但前提是孩子数学成绩要好。”透过教室门上
的玻璃 ，记者发现，两个教室的主题都是完成一款小游
戏，孩子们的电脑上则是一串串字符等。

据业内人士介绍，少儿编程主要是基于可视化图形
编程工具和基础编程语言构建在线编程学习平台和开
源硬件平台，让孩子通过可视化图形编程、代码编程和
机器人编程培养动手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计算能力等。

记者在多家编程培训机构了解到，虽然培训形式
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但大部分推行的软件课程体系
主要参考美国，教学内容较为同质。其中，从编程猫的
官网来看，他们的课程有图像画编程和Python课程，而
图像画编程是在Scratch基础上做了一定的优化。

在业内有“编程界的黄埔军校”之称的童程童美，
官网显示有Scratch、Python、JavaScript等课程设计。

麦克少儿编程在锦江区攀成钢区域的校区，原本
就是一家乐高俱乐部，“6—9岁孩子可以先从乐高的课
程开始，9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专门学习编程语言。”当
记者对10岁孩子能否跟得上学习进度提出问题时，工
作人员回复记者完全不需要担心。

提高逻辑能力还能加面试分
孩子们纷纷转学编程
【“身边几个妈妈都让孩子转学了编

程课，我们九岁才开始学都有点晚了，做
家长的不能给孩子拖后腿啊。”】

起跑线？

2017年开始风行备受热捧
学费一年起步价上万
【“你知道小升初奥数竞赛已经取消

了吧？现在取代的是信息学竞赛。”另一家
培训机构的老师在推销中表示。】

必修课？ 可视化图形编程、机器人编程
培养逻辑思维能力、计算能力

【“6—9岁孩子可以先从乐高的课程
开始，9岁以上的孩子就可以专门学习编
程语言。”】

教什么？

专家
解析

一面是琳琅满目的编程课程，一面
是家长看中的信息学科奥林匹克竞赛，
两者的关联度有多大？

“机器人编程、硬件编程、图形化编程、
视觉编程、手机APP编程和Python、JAVA
等，这些不属于信息学编程范畴，与信息学
编程有较大差别。”四川省青少年信息学奥
林匹克竞赛组织委员会秘书、ACM大学生
程序设计竞赛总教练杨鹏认为，信息学课
程除了程序设计，还包括数据结构、图论、
动态规划、搜索、组合数学以及几何等知识
领域 。而信息学强调的是通过程序设计去
解决各类算法问题，程序完成后要通过严
格的数据测试，要能在各种边界条件下和
各种环境下设置的测试数据。这种严格的

数据测试方法，目的是要培养同学们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么，是否越早学习少儿编程越有
优势？在杨鹏看来，对于信息学的学习，
如果是小学生的话，可以从四五年级开
始进入入门学习。

据悉，在过去的2018年里，四川参加信
息学竞赛的总人数排名全国第二，相较2014
年至少提高了4-5倍。“尽管中小学生的人
数在不断增加，但是报名总人数的构成，依
然是一个倒三角形结构。”他解释道，“底部
的小学生最少，中部的初中生次之，顶部的
高中生最多。这种倒三角形结构表明，四川
省的青少年信息学教育还未走上正轨 ，规
范化的信息学教育之路依然漫长。”

四川省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组织委员会秘书、
ACM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总教练杨鹏：

规范化的信息学教育之路依然漫长

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软件工程学院院长、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四川省特派员周世杰教授：

不要抱着升学加分目的去学

在蓉创建少数民族法律援助服务中心

罗金云：
律师做好本职工作外
更要担当起社会责任

为什么选
择当律师，这个
问题，罗金云问
过自己很多次。
每到做出重大
选择时，他都会
回望最初自己
曾许下的法律
梦。高考后，罗
金云毅然选择
了读法律，毕业
从事律师至今
已有11年，期间
创办了四川矩
衡律师事务所。
在实现梦想的
同时，罗金云积
极投身公益，为

少数民族群众送去法律知识，为家境贫寒的学
子送去物资。2018年，他被司法部、中央电视
台、新华网授予“新时代最美法律服务人”称
号。“律师这个职业，能让我始终保持对外界的
新鲜感，能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最能感受到
社会大众的困惑，也最能从中检验法治的进
程。”罗金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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