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幼升小壓力讓本港不少家庭焦慮，在內地也是如此。儘管

教育部日前明文要求社會培訓機構也不得以學前班、幼小銜接等名義提前教

授小學內容，幼升小培訓班在內地依然火爆。新華社記者日前暗訪上海一家

專為應試民辦小學招生而設的培訓機構，接受培訓的孩子最小僅有2歲半。

據該機構一名導師向記者表示，孩子在幼兒園畢業前一般要掌握3,000個漢

字、100以內加減法和簡單的英語會話以及基本掌握漢語拼音等才算達標。

在該機構開設的「幼升小精英培訓班」
裡，孩子們拿着平板電腦做題，並模擬

升學面試一般回答老師的問題。當記者以家
長身份諮詢中班孩子的幼升小課程時，一位
姓楊的老師反問孩子此前有沒有上過拼音、
英語培訓班。記者回答說「沒有」後，這位
老師反覆強調，必須抓緊了，時間不多了，
「因為已經荒廢了兩年」。楊姓老師給記者
介紹了一個讓孩子「迎頭趕上」的方案：暑
期裡孩子每天來機構學習，開學後每周來兩
次，收費人民幣3萬元。按照這家機構「幼
升小」孩子的知識標配，幼兒園畢業前孩子
要掌握3,000個漢字、100以內加減法和簡單
的英語會話，此外還要基本掌握漢語拼音。

按標準答案回答提問
在上海，幼升小、小升初，一直是家長擇

校的重點環節，其中以競相追逐知名民辦中

小學為主流，某些「第一梯隊」民辦學校招
生甚至百裡挑一。部分民辦小學採取面談方
式招生。「不能告訴老師自己愛看動畫片、
玩遊戲，不能說自己的外號是『小霸王』
『小淘氣』，也不能說平時父母沒時間陪，
都是姥姥姥爺陪着……」某「幼小銜接」培
訓機構的老師反覆提醒孩子們，按照事先背
好的標準答案回答老師提問，萬一老師問了
其他問題，也一定要說「好的一面」。
安徽合肥一家自稱「已成功開辦幼小銜接教

育五年以上」的培訓機構，該機構的一名工作
人員說：「我們會重點教寶貝怎麼表現自己，
以便更好地獲得老師的關注和喜歡。」

培訓班具應試針對性
根據教育部統計數據，包括北京、天津、

上海、瀋陽等在內的19個熱點大城市幼升小
就近入學率已達到99%。既然絕大多數小學

都已實現就近入學，為何「幼小銜接」培訓
仍然大受追捧？據了解，部分民辦小學可以
通過面談等方式選擇招生，這成為培訓機構
緊盯的市場。它們倡導超綱早學，培訓具有
極強的應試針對性，家長也在機構營造出的
「雞血」環境下越發焦慮。
廣州李女士的孩子暑假後即將升入大班。

為了明年的幼升小，李女士已經蒐集了厚厚

的攻略：某某小學面試時家長和孩子分開，
會考孩子算數題、畫畫、跳繩、疊被子等；
某某小學面試時有三個老師，第一個老師問
姓名、來自哪裡，然後計算題、英文從1數
到10，第二個老師考看圖說話，第三個老師
問父母電話號碼、工作內容……「每個民辦
小學的要求都不同，培訓班可以有針對性地
輔導孩子。」李女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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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升小培訓班禁令下仍火爆
2歲半即接受培訓 學前掌握3000漢字

對於整治「幼小銜接」
亂象，安徽大學社會與政
治學院教授范和生認為，
僅靠禁令仍然不夠，要看
禁令是否得到了真正落
實。
他表示，主管部門要走

出辦公室，到那些違規的
小學校、幼兒園去，到火
爆的培訓市場去，看一看
禁令發出後的成效。工商
等相關部門也要切實負起
責任，相互配合，形成監
管合力。從根本上說，解
決這一問題需要全社會共
同發力，一方面，要加大
優質教育資源供給力度，
讓家長們從容地為孩子選
擇教育路徑；另一方面，
就業、社會保障等相關制
度改革也應跟上，解除人
們的後顧之憂。

上海市學前教育研究所
常務副所長郭宗莉表示，
在「幼小銜接」過程中，

家長要承擔起孩子入學後一系列適
應性行為養成的教育責任。「如果
一定要在入學前教孩子一些什么，
那麼自理能力、行為習慣、社交能
力、語言表達等才是關鍵，而這些
能力的養成是一個自然發育的過
程，尤其需要在真實的日常生活場
景中鍛煉，靠突擊、強化可能會有
利於一時，但無益於長遠。」

■新華社

光
下
令
不
夠

關
鍵
看
落
實

�&

■幼升小壓力大，不少家長願意送孩子上幼升小培訓班。圖為老師在教孩子認字。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昨日凌晨，廣東汕頭潮南區發生一宗民宅起
火事件，導致6人死亡。據當地居民介紹，
死者間為親屬關係。據汕頭市應急辦發佈消
息，死者有明顯外傷，疑似兇殺縱火。至截
稿時止，當地暫未公佈調查結果。
據汕頭市應急辦發佈消息稱，8日 5時
許，接群眾報稱，潮南區井都鎮神山社區一

民宅發生火災。

現場多個起火點
接報後，汕頭市、潮南區相關負責人迅速

趕赴現場指揮處置工作，組織力量全力滅
火。經初步調查，起火建築係一棟2房一廳
約720呎平房，在火災現場發現6名被困民
眾，經現場確認死亡。現場發現多個起火

點，死者有明顯外傷，疑似兇殺縱火，火災
具體原因及財產損失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當日下午，一段事發現場的視頻經多家媒

體曝光。120急救車及大量消防車來到現
場，消防人員及警方人員在現場。香港文匯
報記者看到，起火民宅為潮汕地區傳統民宅
建築，看起來年代久遠。現場居民介紹，大
火主要在室內燃燒，大門及外牆並無燒痕。

汕頭民宅起火 死者均有外傷
香港文匯報訊 據紅星新聞報道，河南

四考生高考答題卡調包疑雲有新進展。
昨日，信陽考生李聞天和商丘考生小淇

(均為化名)來到河南省招生辦公室查看自己
的答題卡，以檢驗答案是否為自己所寫。
下午6點30後，李聞天和母親從招生辦公
室走出，李聞天自己看了高考語文，數學，
英語和理科綜合答題卡，並確認是自己的
筆跡，沒有調包。他告訴紅星新聞，已經

確認放棄筆跡鑒定，並和母親寫了情況說
明。商丘考生小淇看到自己的四門答題卡，
均不承認是自己的筆跡。目前她正在招生
辦做筆跡鑒定。
先前，有報道指出李聞天估分500多

分，但實際分數只有200分，李聞天家
屬懷疑孩子試卷答題卡被調包，小淇的
四門答題卡姓名和准考證號則塗抹印記
明顯。

豫高考答題卡調包疑雲有新進展

台居民走私黃金
17人印度被捕南京「惠台75條」強化「同等待遇」

宜學宜業宜遊宜居宜學宜業宜遊宜居 四方面提升台商歸屬感四方面提升台商歸屬感

小燈泡案檢方上訴：
兇嫌應與社會永久隔離

曹勁松透露，今年南京成為全省台商服
務示範點，在江蘇全省台商服務工作

中排名第一。南京聚集了台商投資項目
3,100多個，今年上半年新增台資項目23
個，實際到賬2.7億美元，合同利用台資
8,100萬美元。
據介紹，南京推出的「惠台75條」 重

點面向在寧台灣青年的信息綜合服務體
系，着力提升在寧台灣青年歸屬感，進一
步支持台青會拓展和創新活動形式，推動
在寧台灣青年與我市青年的常態化、機制
化交流互動。此外，着力保障台灣青年在
寧工作生活學習的政策待遇，通過設立多
種對台創業平台載體，為台灣青年在寧創
業提供信息、平台、人才、項目等各類要
素支持。

細化宜業服務吸引人才
此次「惠台75條」 措施中，包括宜

學、宜業、宜遊、宜居服務四方面。就在
寧台胞子女就讀幼兒園、小學、中學方面
提供與南京居民同等待遇，對台生來寧實
習給予補助進行了明確。
「惠台75條」 中的重點是在宜業服務

方面，分別從就業、創業、人才、投資、
平台等五個方面的服務進行細化，涉及到
來寧面試、資格考試、就業輔導、創業扶
持、人才招引、投資鼓勵、稅收減免、金
融服務等各個領域，從而激勵台胞向南京
聚集。此外，從交通、住宿、遊覽、講
解、支付等方面，為來寧旅遊觀光的台胞
提供便利。
宜居服務方面，則從台胞在南京租

房、購房、購車、就醫、養老、保險、
參與社會活動、同享社會榮譽等與生活
息息相關的方面，提供與南京市民同等
待遇，讓廣大台胞在南京生活更有幸福
感、歸屬感。

此外，南京市台商法律諮詢服務團暨南
京涉台民商事糾紛律師協會調解中心當天
成立。該服務團整合全市涉台法律服務平
台，由9家具有豐富處理涉台民商事案件
經驗的大型律師事務所和公證處、司法鑒
定中心共同組成。

成立法律諮詢團保障權益
新成立的法律諮詢服務團和南京涉台民

商事糾紛律師協會調解中心，將結合早年
成立的南京涉台仲裁中心，對南京台商服

務形成法律服務、調解、仲裁全方位的法
律服務體系，作為司法審判的有效補充。
法律諮詢服務團成員將在法規制定、項目
論證、文書擬制、訴訟仲裁、風險評估、
處置疑難案件、化解糾紛、法制宣傳和法
律諮詢等方面，保障南京市台商權益發揮
積極作用。
曹勁松說，成立以律師為調解主體的諮詢

服務組織，「用專業的人解決專業的事」，
妥善解決寧台經貿交流合作中出現的爭端，
切實維護台商台胞台企的合法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江蘇省南京市昨日召開新聞發

佈會，正式推出《關於深化來寧台胞宜學宜業宜遊宜居服務的若干措

施》75條（以下簡稱「惠台75條」）。南京市台辦主任曹勁松表示，

此舉為全面貫徹落實國台辦「惠台31條」，同台灣同胞分享南京發展

的機遇，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南京學習、創業、就業、生活提供與南京市

民同等的待遇，以推動台商在南京投資興業、生根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
灣男子蘇炳坤被控在32年前持刀搶銀
樓遭判刑，2000年獲特赦免除罪刑。
去年他聲請再審，經台高等法院再審
庭審理後，昨日平反宣判無罪，創下
司法史上首例。
據悉，蘇炳坤被控於1986年3月23
日凌晨，夥同男子郭中雄侵入台灣新
竹市金瑞珍銀樓竊盜，遭發覺後由郭
中雄持菜刀砍殺店主陳榮輝，再劫取
金飾逃逸。後蘇炳坤被以「共同強劫

而故意殺人未遂罪」起訴，判刑15年
定案，一度入監服刑。
2000年，蘇炳坤獲赦免罪刑。2017
年，蘇炳坤以新事實、新證據向台高
等法院聲請再審，高院再審庭審理
後，判其無罪。該案也創下赦免後獲
再審且改判無罪的司法史上首例。

蘇炳坤：「高興不起來」
據報道，蘇炳坤在庭上聽到無罪判

決結果後，頻頻拭淚，更數度起身向

審判長及法官鞠躬致謝。他在庭外受
訪時說，自己的冤屈已有32年多，今
天的無罪判決，坦白說「其實高興不
起來」，感謝各界幫忙。
台高等法院審判長周盈文宣判後

表示，該案因警察機關急於取供、
檢察官草率起訴，再加上前審及台
「最高法院」沒有落實無罪推定，
造成蘇炳坤受冤。高院表達同情與
不捨，也希望蘇炳坤的苦難換來司
法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今年以
來，印度海關破獲至少5宗台灣居民走私黃
金入境的案件，逮捕人數達17人。印度機場
已張貼台人走私黃金被捕公告，作為警示。
今年2月，印度海關先後於2日、4日和

21日在新德里國際機場逮捕2、4和1名台
灣人。他們分別攜帶4公斤、10公斤黃金與
3根金條，試圖走私至印度。
今年5月，印度海關又於孟買國際機場，
逮捕3名台灣人，他們涉嫌攜帶6條重1公
斤的黃金，企圖走私。
最新一宗於本月3日，7名台灣人走私18

公斤黃金進入印度，6日攜帶外幣出境時被
捕；7人目前關押在拘留所，等候相關法律
程序進行。
印度政府為抑制財政赤字多次調高黃金進

口稅率，導致許多犯罪集團為賺取高額差
價，鋌而走險。台灣駐印度機構表示，印度
已強化海關查驗程序且加重刑罰，走私黃金
不但面臨重罰，嫌犯即使獲保釋也會被限制
出境。

強劫殺人案「纏訟」32年 台漢終判無罪

■■蘇炳坤蘇炳坤（（中中））等人於判決結果出爐後等人於判決結果出爐後，，在高院門在高院門
口拿着口拿着「「無罪無罪」」布條合影布條合影。。 中央社中央社

■南京推出的「惠台75條」重點面向在寧台灣青年的信息綜合服務體系，進一步支持
台青會拓展和創新活動形式。圖為去年蘇台名校大學生沿江騎行交流體驗營活動在南京
中山碼頭啟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王姓男子
當街殺害3歲女童小燈泡，二審遭判無期徒
刑。高院昨日開庭針對是否繼續羈押進行訊
問，檢察官直指王男應與社會永久隔離，已
提上訴，王男則對羈押沒意見，訊後還押。
王姓男子一審獲判無期徒刑，台灣高等法

院二審則認定王男受思覺失調症影響而犯
案，依法減輕其刑，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
權終身，為降低再犯危險性，命刑後監護5
年。
案經高院依職權提起上訴、小燈泡父母請

求檢察官提起上訴；由於羈押期限即將屆
滿，高院昨天開庭訊問王姓男子決定是否繼
續羈押。
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指出，二審判決適

用法律有誤，王姓男子辨識能力、控制能力
並未顯著降低，不應減輕其刑，更應與社會
永久隔離。
王姓男子則對二審判決、是否繼續羈押沒

有意見；小燈泡父母委任律師感謝法院給予
陳述機會，希望法院繼續羈押王男。
法官訊問後命王姓男子還押，待合議庭評

議再做出是否繼續羈押的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