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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聚焦 落地
家校在行动

紧随“好未来”（前身为学而

思）宣布将结束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培训服务，近日，一篇《全网

挽留学而思》的文章也在网络热

传起来。文章称，学而思无处不

在、学霸辈出、好评如潮，堪称行

业楷模，全网挽留学而思的呼声

已经算是很高了。文章预言，有

如此接近完美口碑的品牌，凤凰

涅槃后，学而思必然会迎来属于

自己的绝地反击。

校外教育培训，本应是学校

教育的有益补充，但在此之前很

长一段时间，却成为资本圈钱的

工具，使家长焦虑，学生负担居高

不下，教育生态遭破坏。在公众

非议、国家严厉整治的背景下，所

有学科培训退场、转向是必然选

择，不值得遗憾。机构或相关人

员向过去告别，写一点文章总结、

感慨本无可非议，但如果把意思

强加给全网，则有失妥当。

不可否认，在此前的义务教

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服务中，也有

机构在培训服务、收费管理、家长

解困，以及在即将退场时的培训

退费、学生安置等方面做得不错，

让一些家长对他们的离去而惋

惜。

但也应看到，他们所做的一

切，只是为了在白热化的市场竞

争中争取和巩固自己的一席之

地，并非纯粹是为了学生和家

长。除了一些本身繁忙、孩子有

课后照管“刚需”的家庭和个别确

有进步的孩子，大多数家庭和孩

子是得不偿失的。挽留学而思退

场，与其说是全网民意，不如说是

个别家长的心思。

随着学科类培训的解散，一

些培训机构将转向非学科类培

训，一些教师也将面临再就业问

题。如何引导自己的学员也跟着

“转场”，让有实力的家长聘请“私

教”，一些机构、教师常把打感情

牌作为手段——把曾经做得较好

的几个方面置于放大镜下来晒一

晒。网民对学科类培训的挽留声

中，不乏一些机构和教师借机“引

流”“导流”，布局明天。

文章之所以热传，也从另一

个角度说明当前教育的资源配

置、发展水平还不充分、不均衡。

目前，国家开展课程改革，推进教

育优质均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全面开展课后服务，假期托管、作

业革命、课堂管理，都在致力于巩

固、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改

变这些不良状况，让孩子在校内

就能学饱学足，在家庭、社会能得

到更好地休息调节、能力发展。

同时，随着教育评价改革的推进，

人才评价、选用的标准也在发生

变化。因此，家长要及时转变观

念，和孩子一起尽快适应“校外无

培训”生活场，无需留恋于过去。

而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来说，

如果真有教育的情怀和能力，可

以用心做好非学科类培训，在有

余力的情况下，也可以主动联系

学校，参加学校的课后服务、假期

托管、社会实践、家庭教育指导等

活动，壮大学校服务力量，发挥自

己的独特优势和补充作用，而不

是其它。

机构关闭、转型，家长换课、退课——

“双减”重塑校外培训新生态
■ 记者 梁童童 张文博

自“双减”政策落地之后，无论是大中小微教培机构，都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有实力的
选择转型素质教育，而实力相对薄弱的则直接关停。同时，面对培训机构发生的剧烈变化，家
长们也面临选择：学科培训在周末被禁，是转报兴趣班，帮助孩子发展兴趣爱好；还是转战周
中，线下转线上？

“双减”落地以来，多家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陆续作出调整。

11月15日，新东方-S在港交所

公告，计划于2021年底前，全国所有

学习中心不再向幼儿园至九年级学

生提供学科相关培训服务。新东方

方面表示，公司会将其重心及资源

转向与幼儿园至九年级学科类培训

服务无关的教育产品及服务。

同一天，学大教育也发布公告

称，为严格遵守监管要求及进一步

调整优化现有业务结构，公司计划

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开展义

务教育阶段在线学科教育培训业

务，该计划预计2021年12月31日前

生效。

另一家行业巨头“好未来”，11

月 13 日在其官方微博上宣布，将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停止义务教育

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服务。随后，

该公司旗下培训机构学而思培优发

布《致家长和孩子的一封信》，明确

学而思培优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

校外培训服务将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截止，在此之前，将保质保量完成

用户已报名的此类课程服务。

前不久，巨人教育在其公众号

上发布重要通知，称巨人学校由于

经营困难，无法继续向学员提供教

学服务，为学员提供了转课至高思

教育、核桃编程或童程童美等多种

选择。11月5日，青少儿英语教育品

牌 VIPKID 在线外教一对一直播课

程正式告别中国大陆市场。

另外，家长们熟悉的华尔街英

语、上海启文教育、兰迪少儿英语等

教育机构，也相继关闭。

面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

业务的持续缩水，部分校外培训机

构已开始酝酿“转型”。

在家庭教育、素质教育、艺术培

训、职业教育等赛道上，各校外培训

机构正在摩拳擦掌，抢占先机。学

而思在给学生和家长的公开信中表

示“将全面转型素质教育”，并成立

了素养中心，推出“人文美育”“科学

实验”“编程”等产品；学大教育则表

示，将丰富职业教育类、素质类、科

技类等教育培训产品。

为避免培训机构打“擦边球”，

教育部7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

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

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提出涉及国家

课程标准规定的学习内容进行的校

外培训，均列入学科类进行管理。

最近，教育部又发布了《义务教育阶

段校外培训项目分类鉴别指南》，从

培训目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结

果评价等维度明确了鉴别依据。

天气转冷，校外培训赛道也进

入了寒冬。“双减”正在重塑校外培

训生态，而根本上也是在重塑整个

基础教育领域的生态。

关闭、转型，学科类教培进入“寒冬”

面对培训机构纷纷调整、转型，

从孩子自身情况出发，不少家长开

始换课和退课。

今年8月，成都市二仙桥街道华

林社区广场上新搭建了一处篮球

场，来上课的主要是小学中低段的

学生，并且基本上是社区里的孩

子。廖凯燃是其中的一个，他从暑

假开始就在这里练习篮球，现在已

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廖凯燃的学习一直还不错，之

前只报了一个英语的口语班。上了

四年级以后，黎女士原本打算给凯

燃的学习“添把柴”，再报个数学的

提高班。但“双减”出台后，学科类

的培训班只能周中上。“在学校上了

一天课，放学还要去补习，太辛苦

了。”黎女士认为，放学回家后的时

间用来查漏补缺、看看课外书就足

够了，况且还要为玩耍留出时间。

这样，干脆就给凯燃报了他一直比

较喜欢的篮球。

“线下教学点特别少，排课很少，

时间都不合适。”临开学前，媛妈终于

作出决定，把女儿已经上了一年的思

维课退掉了。她坦言，过去这一年，

孩子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思维课的。

但开学后，按孩子的时间只能选择线

上课。令媛妈无法接受的是，一节线

上课时间长达120分钟，即便中间安

排两次休息，累计的屏幕时间对孩子

来说也无法承受。“就算孩子能坚持

坐住，眼睛也受不了。”

林宇在女儿升入小学二年级

后，发现开学后的时间发生了变化，

早上入校时间延后20 分钟，晚上放

学则延后 1 小时至 5 点半。“如果有

事情，可以提前到4点半放学，但需

要写书面申请。”晚接1小时，或许会

方便不少职场父母，但却令林宇很

焦虑。“每天从学校出来差不多天都

快黑了，孩子有效的户外时间很难

保证每天两小时，我也不能天天写

申请呀！”同样出于保护视力的考

虑，林宇取消了女儿最后一门网课。

此外，不少学科类培训向素质

教育转型，也令家长觉得继续课程

意义不大。子睿妈妈表示，儿子所

在的少儿英语培训机构通知说预计

9月份转为线上课，且以“戏剧”的形

式来进行。“没有固定教材，每半个

月发一次绘本作为教材。我一听就

觉得算了吧，一个班那么多孩子，变

成‘戏剧’又能说几句呢？不如自己

带孩子读绘本，每天坚持十来分钟

有效果。”

以往的学科类培训纷纷向美

术、机器人，甚至钢琴线上陪练转

型，有家长在表示理解的同时也直

言，没有“硬学”的必要。“英语课

改为中文素质课，跟在家看书有什

么区别？”“如果真的想学美术，外

面那么多现成的画画班不是更好？”

有家长顾虑，迅速转型之下，素

质课的质量未必有保障。“不如先观

望一段时间，等平稳后看看能够正

常运营的培训机构都有哪些、提供

什么样的课程，到时想报，可以再

报。”

换课、退课，根据孩子的需求“断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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