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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幼儿学英语，在上海这

样的国际化都市早就稀松平常，

“双减”一出，即刻冷却了鼎盛一时

的中小学学科类教培，大潮退去后，

学龄前的英语等培训浮出，相较之

下竟显得热闹。

浦江镇某综合体内，一个拐角

的窄道里，两排贴墙的小矮凳，密密

地坐满了头发花白的阿姨老伯，蜷

着腿，整整齐齐。

这家叫做“小小地球”的店，在

周边几间门可罗雀的机构的陪衬

下，凸显人气兴旺。这是一家定位为

“专注于青少儿英语教育”的品牌，

面向 4-12岁儿童教授英语课程。

在周五，被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牵着小手领来的孩子里，有的刚上

小学，有的还在读幼儿园。

一位外婆带着外孙在大厅休

息，小孩子趴在圆桌上做作业，等待

开课。

“我们读学前班，从小班就开始

学英语了，也没学点什么，就是来玩

玩……你给阿姨讲一句英语啊，见

面怎么问好？”小男孩在大人的招呼

下，突然脸红，一边把头埋进椅背往

外婆后腰里钻，一边像是说起了英

语，但声音闷着，我们都没听懂。

外婆挤挤眼朝外孙努了下嘴：

“你看，他还讲不出什么的，学费一

年一万三吧，一星期一次，他妈妈说

英语都要从小学起。”

在人们对双休、寒暑假不能开

学科培训，对资本不得进入教培领

域议论纷纷的时候，好像忽视了

“双减”《意见》原文的最后一段：

“各地在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双减’工作的同时，还要统筹做

好面向 3 至 6 岁学龄前儿童和普

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

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

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

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

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这里的用词是“严禁”，但似乎

学龄前儿童线下的 “思维训练”

“听说起航”“阅读表达”从人们关

注的视线中低调隐匿，安然无恙。

“黄金周五”

不温不火
一些培训机构不少班额还没满员

晨报首席记者 庞菁涵 晨报记者 荀澄敏

已过秋分的这个周五，午后仍旧炎热，太阳照在浦江镇某综合体外墙的

广告牌上，十余家大大小小的培训机构昔日盛况尚见一瞥。 再过个把小时，

早早放学的小孩将从各处赶来，在这里接着上课。经历了一个星期冷清的教

培门店，迎来了最“热闹”的几个小时，而这，也远不及曾经。

曾经被视作“补习一条街”的梅川路上，多数机构依然正常营业，但整个

行业的不确定因素依然“暗流涌动”，有给孩子报了班的家长赶来退费，也有

佛系工作人员劝家长要谨慎……被网友誉为“黄金周五”的培训时段，也始

终不温不火，甚至不少班额都没有满员，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位于浦江镇某综合体的这间学

而思开业刚刚一年，崭新、敞亮，一

位身着制服的员工推着运货小车，

在走廊里挨个搬运已经装箱的直播

设备，“不能用了这些，要回收去

……你好，麻烦让一下。”靠墙坐在

椅子上的老先生赶紧挪了挪屁股，

收回伸出去的脚。

穿堂里，这样百无聊赖坐着的

还有十来个人。一位三十多岁的女

子横过手机玩游戏打发时间：“我

不愿意坐后面旁听，像给我上课，傻

的。”

女儿读二年级，她很满意几年

前买对了学区房，上学只过一个路

口，但话锋一转自嘲道“补习班却

要跑十几公里”。

收起手机，我们攀谈了起来，她

说其实早先自己也不在这里上课，

今年 6 月，家附近刚刚开张了一

家，没料到 9 月份就关了，学都已

经学了还能怎样，只好跟着合并到

这家来，好在环境不错平复了心里

些许不快。

“刷抖音都知道的呀，双休日

不让补课嘞。”她指指教室，“周五

班，我们报进了最后一个名额。你要

去APP上报名，看吧，‘已满’。”

“黄金周五”的时段，从“双

减”政策出台要求双休日不能办学

科补习班以来，就很快被家长和培

训机构捕捉。这一天，下午放学早、

时间充足，第二天也不用赶早去上

学、上班，“早报早抢周五黄金时

段”是教培机构今秋上新话术。

各间教室门外贴着的课程表

上，双休日空空如也，而周五放学后

的时间，两门课都排得满满当当。每

门课两小时，需要连上下午班和晚

上班的孩子，就要在四点前赶来开

课，八点半才能下课。

这里的 9 间教室，只空了一

个，其他房间都能听到小型扩音话

筒里传出的讲课声。有的教室坐满

了 20 个孩子，有的教室倒还有空

缺，一间是五年级的英语课，一间是

四年级的数学课，名额也不过还剩

一两人。

相比周五，课表上周中其他时

间显得没那么“饱满”，下午放学后

零星安排了些课程，但开课时间要

到下午五点以后，最多也是两门，但

每节只能上一个半小时。这些时段

的报名情况，比起周五名额还充裕。

幸运家长的感慨：

昔日补习一条街：

沿街一楼是各色网红小吃店

铺，二、三楼则是红红火火的各类培

训机构，昔日每到周五晚上、周末时

分，来打卡吃饭的年轻人与带着孩

子来补课的父母，形成了人气超旺

的梅川路步行街。

这样的补习人潮，伴随着“双

减”而节节减退。奶茶店、咖啡店曾

是送补孩子父母休憩的场所，围坐

在一起不仅交流学习情况，还交换

着补习机构的情报。

如今，哪怕是在周五下午的黄

金补习时间也难觅成群的家长，

“双减”政策一出，有的家长果断退

课佛系起来，还有些仍在上课的家

长也开始犹豫不决，“能上一节是

一节吧！”

“快点吃点小点心，就准备去

上课吧！”周五下午一放学，顾先生

就骑着电动车，把孩子从学校接到

学而思来补习。

“双减”政策之后，顾先生依然

给孩子报了两个班，“现在双休日

不让补了，我首选就是周五放学的

时间，稍微宽裕一些，毕竟平常孩子

还要完成学校里的功课。”为了能

把两门补习班都落实在周五，顾先

生跑了几家补习机构，“我们原来

都在学而思读，但有些学科学而思

在周五没有开课。所以，我不得不换

成了两家机构，要稍微奔波一下。”

与曾经的一位难求相比，梅川路

上的学而思、昂立小学生、新东方等

机构如今依然还有名额。以小学三年

级数学为例，选择周中补习，可以随

时插班，而周五晚上也依然有班额。

“我们没有扩大班额，原来双

休日排的课程要缩减到工作日，因

此周五晚上有些科目就不排了。”

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解释说，“机

构运营是要核算成本的，我们现在

周一到周四的学科班，以及双休日

的兴趣班都报不满的情况下，不可

能再扩班！”

一位二年级的家长王女士下班

后匆匆赶来给孩子退班，“我们本

来就是小学低年级，刚开始感觉大

家都在补，就给孩子报班了。现在开

学一个月了，跟着学校老师的节奏

感觉挺好的，就不想补课了。”

家长观望心态浓：

所谓“黄金周五”，并不属于所

有人。曾经名号响当当的教培机构

前台，始终未见波澜，一两个工作人

员静悄悄守着岗位，各看各的手机。

这几家门店，有一个共同

点———门头和前台的品牌大 logo

下，副标小字被遮挡或者干脆拆卸，

留下块补丁或一圈钉孔。

主打高端教培的某教育机构，

昔日醒目的“一对一”被完全遮住。

机构工作人员表示，“高端教育培

训市场受到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

因为客单价原本就高，相比较选择

大班补课的家长，我们这里的家长

还是相对稳定的。”

“两小时的一对一能不能拆开

来，一小时一上？”“双休日能不能

来答疑？”面对家长的诉求，工作人

员表示都可以，如果选择一对一教

学，上完一小时的课，还可以在机构

里做作业，老师可以免费答疑。如果

实在要选择在双休日答疑，那么该

机构推出了面向家长进行，只要家

在机构三公里之内，教师上门授课

不收取额外的费用，依然是分学科

教学，“你懂的！”

该机构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不仅

熟悉政策，还会对周边各个学校的

情况进行分析，让家长对其专业度

有一定的信赖，与此同时，他们机构

内部还会提前知道行业其他机构的

动态，她表示，“某机构爆雷之前就

曾提醒过自己的家长要提前去退

费，秋季班结束后，还有其他机构要

关闭线下教学业务。”

这样听起来“专业”的话术，确

实能够取得不少家长的信任。但只

要上网搜索一下相关信息，就会发

现这些所谓内部消息，不过是网络

汇总，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

一对一、一对三的每小时费用

从 300 至 800 元不等，如果家长一

旦选择这种辅导方式，一付费就高

达上万元，机构的宣传，却很难打动

家长的心，家长们都表示，“一对一

补习成本太高了，万一再出点问题，

金钱损失也很大。”

昂立教育，则用布条遮住了

“学科”二字。

就在本周，一篇来自“昂立英

语”微信公号的文章，字里行间倾

诉破产之苦，网络“昂立倒闭”的传

言迅速发酵，很快，昂立教育出面辟

谣，表示这是一家去年已经与自己

脱离关系的名为南京昂立起航的公

告，并非官方发文。

误会解除了，但实际中，一些昂

立的门店的确没能靠着硬挤出来的

“黄金周五”多熬几天，等来的是关

闭校区。

就在这家商场，曾经占了两块

区域的昂立，还能看出比周边的其

他机构体量都大，但下半年开始，在

此学了两三年的老顾客，已经无法

继续光顾。一把 U 型锁插牢玻璃

门，却锁不住屋内灯灭人走。

佛系机构人员劝三思：

“我这个月的业绩已经是负的

了，有家长来退钱，我就马上办。要

来报班的，我会劝家长要谨慎。”

“90 后”的王先生长期在培训机构

从事营销业务，他坦言，“我现在就

躺平了，这也是对家长负责，能做一

天是一天。”

原本培训机构有大量的营销人

员，负责接待家长咨询、报班等事

务，而他们的工资奖金直接与家长

报班金额以及人数挂钩，因此他们

大多耐心热情，一般都要热络地与

前来咨询的家长加微信。

现在的王先生则变得越来越佛

系，“很多家长来问我，我们机构怎

么样？其实，我就是公司的基层员

工，上层的决策，我可能也要到最后

才知道。因此，家长无论是报什么班

都要谨慎一点为好。”

对于真想要报班的家长，王先

生建议报普通大班，一个学期学费

3000-4000 元左右，万一出了问题

损失也不大。只要上万的学费，王先

生都劝家长要三思，“现在小学生低

年级的家长基本都躺平了，现在急

需补课的无非就是毕业班的学生。

现在最好观望，先观望半年再说。”

不受影响的学前家长：

一名家长带着女儿去培训机构 /晨报首席记者 庞菁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