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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英语培训机构乱象：

付款前后“冰火两重天”
据人民日报 1 月 4 日报
道 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学
“本本英语”的老路，让孩子
在学语言的幼小年纪就开始学
习外语，成为当下不少年轻父
母的选择。然而，现在的少儿
英语培训市场上乱象不少，长
着金发碧眼就可以当“外
教”，客户付款前后“冰火两
重天”，试听课和正式课差距
巨大，一旦“上钩”退款艰难
……
日前，记者调查部分少儿
英语培训机构发现，面对一节
课动辄 100 余元甚至几百元的
少儿英语课程，家长除了“给
孩子花钱怎么都舍得”，还得
擦亮眼睛、做好甄别。

“金发碧眼”
就能当外教吗
“这位外教是西班牙人，
第一语言是西班牙语，英语是
他近两年学的。但您放心，他
的语言学习能力特别强，英语
说得非常好，教孩子们绰绰有
余。”在北京市常营一家商场
里，某少儿英语培训机构销售
顾问向记者介绍。
和大部分少儿英语报名流
程一样，家长首先在网上预
约，然后带孩子一起试听。记
者注意到，试听课学员大多五
六岁，也有 4 岁甚至更小的孩
子。虽然机构不同，试听课却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似，大
多是一位外教、一位中国教师
共同上课，大多以“击掌”方
式和孩子们打招呼，大多以在
黑板一角画星星来作为孩子课
上表现的奖励，甚至关于授课
内容，5 家机构中有 4 家都将试
听课主题确定为“认识颜
色”
，简直“不约而同”
。
20 分钟至 45 分钟不等的试
听课结束后，老师让孩子们做
游戏、看动画片，家长们则被
销售顾问带到一边。“顾问非
常热情，拿出价格表，表示马
上要涨价，这是最后的低价机
会，连珠炮一样劝我现场报
名。他说如果在试听当天报
名，还有额外优惠。”家长孙
女士告诉记者，自己的儿子 5
岁，看到不少小朋友已经开始
学英语，也想赶紧报一个班。
学费贵是当前少儿英语培
训市场的共同特点。记者调查
发现，不少少儿英语培训机构
每小时费用都在百元以上，有
的甚至达 300 元，全年课程动
辄上万元。
面对家长的疑问，不同培
训机构的“教育理念”则不尽
相同。如果家长提出为何正式
课上外教授课时间短，顾问会
表示，中国教师更懂得低龄儿
童的认知规律；如果家长提出
价格为何比别家机构高许多，
顾问会强调，本机构的全外教
授课更利于孩子“浸泡”在英

语环境中；如果家长提出英语
教师发音不标准，顾问会辩
解，发音并不重要，“树大自
直”，现在关键是激发孩子学
英语的兴趣……
记者调查发现，来自以非
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少儿英语外
教居然不少。一位漂亮的白人
姑娘是某少儿英语培训机构某
班 班 主 任 ，“ 她 是 俄 罗 斯 人 ，
这两年自学的英语，我们担心
家长有意见，所以一般会模糊
外教具体情况。很多家长不太
懂英语，也听不出口音，看到
是白人外教就非常满意。”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
记者。
记者在一家少儿英语培训
机构招聘外教的启示中看到，
要求“母语为英语，或在英美
留过学”，对外教是否有教师
资质、无犯罪记录等则无要
求。因为“门槛低”，一些没
有工作签证，只有留学或旅游
签证的“外教”也顺利上岗，
不但存在教学质量、安全等各
种隐患，也造成了外教流动频
繁。“我家孩子上一年课换了 4
位外教”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对此问题，不少培训机构
不以为然。“资质不重要，重
要 的 是 看 孩 子 学 得 怎 么 样 。”
一位培训机构负责人毫不讳
言 ，“ 我 们 有 的 外 教 没 资 质 ，
但扎实的授课能力吸引了很多
学生，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售前售后
“冰火两重天”
“直到付了款才知道，客
服变脸变得这样快。”家住北
京市朝阳区的王女士对记者
“吐槽”，她的烦恼来自某知名
在线英语培训机构售前、售后
“冰火两重天”
。
考虑到接送孩子太耗费时
间精力，在考察了几家线下培
训机构后，王女士把目光聚焦
在在线英语上。“我心仪的这
家在线英语机构，提供一对一
外教，每星期两次课。我在网
上填了试听课申请后，没超过
3 分钟，就接到了机构顾问的
电话，真是热情洋溢、‘百依
百顺’。”王女士说，一次因为
家里设备故障，一次因为孩子
突然生病，本来约好的两次试
听课临时取消，客服依旧热
情、毫无怨言，让自己很过意
不去。
试听效果很好，外教是一
位来自美国的男老师，发音标
准，课堂活泼，王女士十分满
意，试听结束后第四天就购买
了价值近 5000 元的 3 个月课时
包。变化发生在付款后的那一
刻，“您心仪的那位老师只有
周二一个时间，不能满足一周
两次课的要求。”顾问告知王
女士，并一再承诺“试听课、
正式课老师水平一样”，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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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欣然同意更换老师。
付款后 13 天，老师终于约
好。“没想到，正式课老师与
试听课老师差距太大了，全程
照本宣科，逐个朗读 26 个字母
及单词，中间没有任何解释、
对话、引申，即使孩子烦躁大
哭，也没能让老师停下来一
次。”王女士很气愤：“对孩子
哭笑做出起码反应是老师的基
本功，不然，为何要选这么贵
的一对一外教呢？”
然而，当王女士想重新约
回第一次试听课的老师，哪怕
一周一次时，她被告知，那位
老师一节课的时间也没了。
“从那之后，我再没接到任何
约课消息，一催问就是‘正在
约，需要一周时间’。等下周
再问，还是‘正在约，需要一
周时间’。”王女士愤而在机构
APP“我要投诉”中介绍了来
龙去脉，没想到一点击“提
交”，系统显示“您提交的信
息不得超过 500 字”
。
左等右等没有消息，左催
右催雷打不动。王女士觉得很
无助，突然想到一个“歪
招”，用孩子父亲的手机号又
新约了一次课程。不出所料，
又是一番热情洋溢，顾问联系
自己当天就安排好了课程，而
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孩
子一下子就特别喜欢。“如果
试听课老师十分优秀，而真正
报名之后，能约课的老师水平

极差，优秀的老师总是‘没时
间’，是否涉嫌欺诈？”王女士
想要个说法。

“只认钱”不利长远发展
与王女士的遭遇类似，不
少家长满怀期待付款，却被
“套牢”。“试听课上是游戏式
教学，等报名上了正式课，就
成了老师讲、学生听的‘满堂
灌’，实在太过枯燥。”程女士
在某线下培训机构付了款，可
女儿不到一个月，就再也不想
去了。
“不满意就退款。”这是很
多商家对客户的承诺，但真正
做到顺利退款很难。“老师千
方百计劝我们继续学下去，沟
通几次后，老师提醒‘协议规
定按比例退款，时间越长能退
回的比例越少，超过期限不能
退款’。然而，就在反复沟通
的时间里，我错过了能退款的
最后期限。当初交钱时，对方
压根没告诉我还有这种规
定。
”程女士说。
记 者 调 查 发 现 ，“ 退 款
难”是当下少儿英语培训市场
的一大问题。一位知情人士告
诉记者，很多培训机构习惯于
对退款“踢皮球”，如以家长
“无法提供教育质量不好的证
据”为由拒绝，因为“收学
生”是重中之重。
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北京

市教育学会学科英语教育研究
分会等于 2016 年发布的 《中国
少年儿童英语学习现状及趋势
调研白皮书》 显示，在受访的
近 1.2 万名少年儿童中，逾六
成在 5 岁前开始学习英语。强
大的市场需求下，少儿英语培
训蓬勃发展中滋生的乱象不容
忽视。
“比如在教学方式、教材
等方面，存在低端复制等同质
化问题。就拿教材来说，多沿
用国外教材，或在国外教材基
础上进行适当本土化，少数依
照欧美测试标准进行自主研
发。国外教材是针对当地孩子
设计的，不会顾及中国孩子需
要，‘拿来主义’的效果有待
考察。未来方向应是提高自主
研发能力，设计一套真正适合
中国孩子的教材。”一位英语
培训机构负责人指出。
针对少儿英语培训市场出
现的乱象，有教育专家提醒，
教育是一个慢行业，这一性质
不会因技术发展和巨额资本涌
入就改变，“资本入局促使少
儿英语快速发展，但资本关注
点如果只集中在利益层面，致
力于如何快速获得巨额回报，
而不给教育机构充分的时间、
空间、资金进行完善提升，在
内容端和服务端问题频发后，
家长们会逐渐对少儿英语教育
失去信心，进而冲击行业，导
致市场萎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