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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刊

热点

最希望孩子得到个性化教育
—80 后父母子女教育调查
——
■ 本报记者 王明哲

对于多数进入为人父母阶段的 80 后来说，教育已经成为生活中最为重
要的话题之一。 80 后父母更希望子女得到什么样的教育？ 他们的迷茫又在
哪里？他们每个月在子女教育上的花费平均是多少？他们对课外培训的需求
究竟有多大？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一次调查。

超过 50 位父母接受调查
为了进行此次调查，记者通过微信将
调查问卷有针对性地发给了 50 多位 80 后
父母（每个家庭只出一人代表）。 这些 80
后父母中，有的孩子已经上小学，有的孩
子刚刚出生不久，但不管如何，他们对孩
子教育的认真程度都超过了记者的预期。
孩子刚刚 1 岁多的刘女士收到记者
的问卷后， 只用几分钟就给出了回复，并
且给出了不少建议，比如应该增加哪些新
的问题、哪些问题的提问形式需要改进等
等。 另一位孩子已经上小学的康女士，更
是给记者发来多条语音，希望得到最终的
调查结果，甚至希望记者能为自己教育孩
子提供一些专业建议。
为了让此次调查对更多 80 后父母具
有参考意义，尤其是在子女学习上的观点
看法和教育理念以及他们对子女教育的
未来规划等方面得到实际价值，记者此次
调查的范围， 特定在 80 后已婚且已有孩
子的家庭。 综合参考了多位参与调查者的
意见以及同类调查的方法。 本次调查研究
选择“大专以上学历，家庭婚姻状况稳定，
生活在以天津为主的大中城市，以脑力劳
动为谋生方式的”的群体作为研究对象。
在接受调查的父母中， 本科学历的占比
高达 74%，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比 12%，
大专或其他同等学历的占比 14%； 接受调查
者中， 在职场中处于中高层管理者的占比
37%，普通职工的占比 49%，其他自由职业等
占比 14%；参与调查者中，女性为 67%，男性
为 33%，且均视为在家庭教育中占主要地位。

八成父母接受课外培训班

在接受调查的 80 后父母 中 ， 超 过
80%的受访者都愿意为孩子购买课外培
训班并支付费用；目前子女在正在接受课
外培训的家庭占比 40%（考虑到受访者
中不少家庭的子女仍然处于学龄前阶段，
因此这一结果可能更大）。
孩子正在上小学的康女士对记者说，
“不管同事、邻居、朋友家的孩子或者是孩
子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在上课外培训班，不
让她去怕孩子将来埋怨我。 反而我有时候
担心孩子太累不想让她去， 可她自己却嚷
着要去。 ”在受访者中，已经或计划为子女
报 1 个培训班的占比 33%，报两个培训班
的 占 比 36% ， 不 报 或 3 个 以 上 的 占 比
21%。不过具体来说，每个家庭也都有不同
的情况。 康女士说：“有时候孩子自己没长
性，钢琴班去了两次不想去了，美术班去了
几周不想去了。 如果逼她，担心她逆反，不
逼她又怕她一无所获，将来没有一技之长。
不是我一定要孩子上几个培训班， 而是她
想学什么、能学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
总有家长抱怨说， 现在的孩子没有时
间玩，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了课外学习上，
那么具体的时间是多少呢？ 调查显示，80
后家庭的子女每周在课外学习上花费较多
时间，87%的孩子每周的课外学习时间在
6 个小时以上， 其中时长在 11 小时至 15
小时的占比最多，高达 31%，而 5 小时以

下的仅为 12%。 也就是说，很多孩子一周
内每天的课外学习时间在两小时以上；而
与之相对应的，80 后家长在子女的课外学
习中也有较长的陪伴时间投入，71%的家
长每周在子女学习上的陪伴时间投入在 6
个小时以上，以 6 小时至 10 小时者居多。
康女士说，孩子上课外班占用了自己
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课外班一般都在
周末， 每个周末我的时间就是跟着孩子
转，不是在各个班门外等她，就是在带她
去各个班的路上。 再加上各种家务杂事，
周末几乎没有自己的休息时间。 ”
另外，在过去一年里，53%的 80 后家
庭在子女课外教育上的年消费在万元以
上；21%的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年消费在
两万元以上；26%的家庭在课外教育上的
年消费在万元以下或三万元以上。

选择教育方法是最大困惑
80 后父母在子女的教育上多存在一定
顾虑，其中最核心的问题集中在对孩子教育
方法的选择上，其次是家庭教育时间相对有
限，没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学习。 而在遇到
问题时，他们更愿意向老师或专家求助。
在“教育子女遇到的最大问题”这一多选
题上，44%的受访选择了“教育方法太多，不知
如何选择”，可见虽然当下中国家庭教育正处于
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但仍然没有形成一套
适用于大多数家庭的教育方法；41%的受访
者选择了“没有时间陪孩子”；40%的受访者
选择了“缺乏耐心同时比较粗心”；37%的受
访者选择了“和父母一辈教育理念存在差距”；
37%的受访者选择了“孩子成绩提升困难”；
34%受访者选择了“不知道如何帮助孩子”；
34%的受访者选择了“和孩子沟通存在障碍”。
孩子已经读小学五年级的张女士告诉
记者，她在孩子的教育上非常上心，非常担
心孩子在教育方面落后于人，所以平时非常
关注各种与教育有关的网络资讯、媒体报道
以及专家讲座等，但是“看的越多越不知道
如何选择”。“有的专家说要给孩子自由，不
要逼迫孩子；有的人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
上，要给孩子最多的可能，我真的不知道到
底怎么做才是对的。 ”
孩子刚刚进幼儿园一年的孙先生说，
他最大的困扰就是和父母教育理念的不
同，“别的问题还可以慢慢来，可我的父母
这边真的很成问题。 比如孩子摔倒了，我
想让孩子自己爬起来， 锻炼独立能力，坚
强性格，可我父母肯定要忍不住马上把孩
子抱起来。 结果现在是孩子在我面前摔倒
了就能起来，在爷爷奶奶面前摔倒了肯定
是哭着等大人抱。 因为这些问题，家庭会
议开了多少次，一点用没有，爷爷奶奶就
是狠不下心，有什么办法？ ”
在遇到上述问题时，60%的父母愿意选择
“寻求老师或专家的帮助”，这说明 80 后父母
对“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一观点有强烈认
同，这与过去一辈有明显不同。此问题同为多选
题，还有 48%的人选择“和孩子沟通”；44%的
人选择“向亲朋好友求职”；43%的人选择“和
爱人沟通”；41%的选择 “阅读查询书籍”；
39%的选择“在网络上需求帮助”。

最希望孩子有个性化教育
80 后这个词从诞生起，就与“个性”一
词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也是 80 后这一
代人让“个性”正在成为一个社会认可的褒
义词。 如今 80 后成为父母之后，同样渴望自
己的子女成为充满个性的人。 因此在对子女
的教育期待中，80 后父母最渴望孩子得到个
性化教育，而不是某种模式化填鸭式教育。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80 后父母对当前
孩子就读的学校多存在不同方面的顾虑，
其中对素质培养和学习成绩方面的顾虑
更为凸显，尤其是当前学校在独立思考和
创新思维培养的缺失以及针对性指导的
薄弱，是家长最担忧的方面，其核心在于
家长担心现有教育体系下缺失针对孩子
的个性化教育。 在家长对于学校教育的顾
虑和看法问题上，记者的问题分为四个部
分，均为多选题。
其一，素质教育。在对素质教育的顾虑
上，50%的家长选择了 “担心学校缺乏独
立思考和创新思维的培养”；49%的家长
选择了 “忽视能力的培养”；45%选择了
“忽视个性的塑造”；45%选择了“缺乏兴
趣爱好的培养”；让人遗憾的是，仅有 37%
的家长选择了“忽视体能方面的锻炼”。

其二，学习。 在这方面家长顾虑较多，
51%的家长选择了 “得不到针对性的指
导”；47%的家长选择 “过分注重成绩忽
视其他方面”；43%的家长选择 “应试化
教育的机械化训练方法”；仅 34 的家长担
心“作业过多，孩子压力太大”。
其三，社交。 这方面，58%的家长担心
“孩子交不到优质的好朋友”；57 的家长
担心 “孩子被其他学生带坏或欺负”；
33%的家长“担心孩子早恋”。
其四，学校管理。59%的家长担心“学
校对孩子不能一视同仁”；52%的家长担
心“过度批评或惩罚”；32%担心“各种名
目乱收费”。
在 80 后家长的教育理念中， 子女的
学习效果是第一位的，认为教育要以能提
升孩子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 整体来看，
80 后家长多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体制内
教育，仅有 16%的家长认为体制内教育是
足够和保险的，这也是他们对孩子课外培
训班充满期待的主要原因。
调查中也显示，80 后家长对孩子进行
“个性化教育” 表现出非常高的需求度，
95%的家长表示“非常需要”和“比较需
要”；39%的家长认为辅导机构的教学更
能承担起“个性化教育”的任务。

生态和谐地产让“生活向欣”
“2017 城市向东、生活向欣”暨天房
万欣城媒体交流分享会日前成功举办。
天房集团领导、项目公司领导、项目规划
设计师等合作服务方与 20 余位知名媒
体人汇聚一堂，共同畅谈 2017 年天津楼
市的发展趋势与天房集团近年来的战略
布局， 详细解读了集团在河东区商业繁
荣 带 打 造 的 地 标 性 项 目——
—天 房 万 欣
城，对于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完善区域
功能、带动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天房万欣城位于河东区津滨大道之
上，周边环绕京津塘高速、津汉高速、津
塘公路、天津大道以及中环线、外环线、
快速路等城市主干道，构成“五横四纵”
的交通路网， 不仅坐拥天津河东商务集
群的优越区位， 更占据城市向东发展动
线的核心地带。 未来，该项目还将实现社
区内部与地铁线路的无缝对接， 以便捷

的网路轨道贯通城市主要区域。
津滨大道作为河东区重要的交通枢
纽， 凭借早期开发的住宅及商业地产项
目，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商务氛围。 天房万
欣城是天房集团重点打造的地标性项目
之一，在注重品质、精心建筑的基础上，
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合理规划社区内部
的大型商业，与万达、爱琴海等商圈形成
二次共鸣。
天房集团始终秉承“和谐天房、责任
地产”的核心理念，按照“新城市主义”
的设计理念设计规划万欣城， 从城市发
展趋势、区域发展前景、土地使用价值、
产品结构布局等多重方面对万欣城进行
合理规划。 项目汇聚住宅产品、 风情商
街、文化教育、写字楼、景观园林于一体，
以多元化的公共配套丰富居住者的生活
氛围，打造天津河东的城中之城。

大学生开展创客暑期实践活动

带孩子走进海洋的科学世界
日前，海洋创客暑期社会实践队在天
津市、河北省的 14 个街道、38 个社区开展
了 81 场海洋科普实验活动， 辐射社区青
少年 1500 余人次。
在为期 8 天的暑期实践活动中，实践
队员纷纷深入社区， 带领小朋友开展各类
有趣的实验活动。 通过不倒翁制作实验，让
社区的小朋友们从实践中体会到重心、重
力的知识，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培养了
他们对物理知识学习的热情。 而创客小队
开展的“爆爆珠实验”，一方面培养了小朋
友们动手操作能力， 让他们体验到动手操
作的乐趣；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孩子们对食
品添加剂的各种知识，以便日后能更耐心、
细心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在实践活
动， 创客小队成员还在各个社区为孩子们

相继献上了“科学课讲义——
—显微镜”、“来
自海洋的无价宝——
—海藻酸钠的妙用”、“海
—和糖有关的科学
洋生物能尝到甜味吗——
课”、“如何配出大海的气味——
—自制香水实
验”、“微观海洋世界——
—显微镜的制作和使
用”、“交联反应——
—海洋生物污损的克星”
等实验科普讲解活动，受到了小朋友、家长和
社区服务人员的一致好评。
历经 8 天的奔波劳碌， 大学生海洋创
客实践队的队员们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引领
孩子们走进科学的殿堂， 探索海洋知识、科
学奥秘，了解海洋，认识海洋，树立了“爱海
洋、学科学、勇于探索”的意识，增强了青少
年在动手体验中探索科学知识的意识，培养
了孩子们对于科技的兴趣和勇于创新的好
品质，养成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