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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都是“金发碧眼”有无资质却成隐私
有的学校八成孩子接触过在线外教，老师坦言外教合格率不足三成

□记者 郭春雨

近日，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
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要求三部门
联合执法，在2018年年底前彻底关闭
无证无照培训的机构，包括线上教育
培训机构。

近几年，在线教育成为济南中小
学生校外学习的“香饽饽”。尤其是其
中的“在线外教”环节，通过一部手机
或者一台电脑，即能“一对一”“一对
多”连线“外教”在线教学，不仅方便、
灵活，还弥补了济南本土外教少的短
板，价格相对线下外教也较为便宜。

在线外教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诸
多家长热捧。庞大的市场需求催生了
大批在线教育公司。行业的短期膨胀
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目前没有明确
政策规定行业准入、师资标准，在这种
背景下，多数在线教育平台都处于野
蛮生长状态，出现了师资质量良莠不
齐、老师频繁更换难以控制、学习效果
难以评估等问题，而且“互联网+教育”
作为一种新兴事物，监管相对困难。

目前，济南娃的在线外教学习情
况到底如何？师资是否真如同其宣传
的“纯英语教学”？记者展开调查。

现状

外教水平良莠不齐
有些并不适合教孩子

赵巍(化名)是一名小学英语教研
组组长，2016年在线外教进入济南后，
就引起了他的关注。“前一阵我曾在班
里做过调查，班里一共45名学生，几乎
所有学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在线外教
课程，我们几个老师也私下讨论过，初
步估计学校里超过4/5的学生曾报名
过在线教育课程，长期学习的也不在
少数。”赵巍告诉记者，在线外教学习
形式灵活，还有机会让孩子足不出户
接受真正的外语教学，对学生而言确
实有一定利好，他也给自己的孩子报
名了在线外教课程。“孩子陆陆续续学
了两年，学习效果因人而异。但是我觉
得在线外教最大的问题在于师资无法
把控。”赵巍介绍，每次在给孩子选择
老师之前，他都事先试听外教的课程，
筛选出合适的老师再给孩子上课。但
即便有自己严格把关，从外教平台上
找到合适的老师也绝非易事。

“这两年的学习中，我家孩子至少
换了5个在线学习平台，换的老师更是
多得数不过来。有时候我感觉不错的
老师，教了一节课后就不再教学，或者
干脆预约不上。而且很多外教都存在
着口音、语法等问题，并不适合教孩
子。”在赵巍看来，不是说是外国人就
能当好外教，教学生需要一定的技巧
和方法。“外教不能代替国内英语老师
的英语教学，更不能代替课堂教学，只
能说是一种语言练习的补充。”

此外，赵巍调查发现，虽然每个
在线教育平台的广告宣传不同，但是
其师资水平和教学方式却差异不大，
也都存着在距离远、隔时区、外教真
实情况难评定等问题。在这两年多为
孩子选课的过程中，他感觉在线教育
平台上合格的外教不足3成。“在线外
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提高孩子的
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水平。但是目
前外教市场鱼龙混杂，家长如果没有
良好的外语基础，很难为孩子筛选出
优质外教，外教的口音、发音等如果
不标准，影响到孩子，孩子以后将很
难改正。而评价一个外教是否合格，
很大程度上要看能不能激发孩子的
学习兴趣。”赵巍说。

家长感受

老师难选 找个线上好外教比线下还难
在线外教进入济南之初，作

为“80后”新潮妈妈，张莉就首先
试水，给当时正在读小学3年级
的孩子报名了一对一课程，三节
试听课优惠价299元，折合人民
币99元一节，一节课45分钟。

“当时孩子在和谐广场的一
家培训机构也报名了一对一外
教，一节课是300多元，线上外教
的价格算是很优惠了。”张莉说，
孩子上课时自己也在一边旁听，
三节试听课的第一节，老师是一
位美国的年轻女性，简介上写的
是在读大学生，和孩子的互动很
好，孩子表示很喜欢这个“美国
姐姐”，但是第二节试听课老师
换成了一名口音非常重的中年
男性，虽然简介上也是“来自美
国”，但是他讲的一些单词孩子
基本听不懂，一节课下来孩子基
本没开口；第三节课，对面的老

师在教课时还出门了两次，留孩
子在电脑这端一脸茫然……

虽然对试听课并不是特别
满意，但张莉还是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给孩子报名了在线外教。和
张莉一样，价格是很多家长选择
在线外教的重要因素。相对于线
下一对一外教课动辄300元起步，
线上的外教课程相对优惠，不同
的在线教育平台课时虽然有25分
钟、45分钟等区分，但是一对一的
价格基本在100元—200元左右，
如果办卡或者是一对多课程，一
节课最低能到40元左右。以目前
比较热门的几家在线外教平台
为例，“VIPKID”每节课的费用
是80元—120元；“51talk”对外的
宣传是“一节课40元就够了”，有
老学员介绍，如果在“51talk”办
理季卡或者年卡，平均一节课40
多元，价格确实非常优惠。

“说是选课，实际上就是抢
课。明星老师的课程基本上就是
秒光，能不能选上基本靠运气。”
张莉告诉记者，当初报名线上外
教就是为了“纯正的外教”，但是
找合适的老师比线下还难。孩子
上课时间长了，也有自己心仪的
老师，但是稍有迟疑，就抢不到
心仪的老师。线上抢课遇到好老
师基本靠运气。

此外，洋教材水土不服也是
普遍问题。目前在线外教平台的
教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平台
自己开发的教材，另一种是英文
原版教材。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
正在让孩子体验在线英语的家
长，多名家长表示，由于教材和学
校完全不同，孩子上课很多时候
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知识点，还
有孩子出现了抵触心理，因此不
得不把课程停掉。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8年6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
规模达1 .72亿，较2017年末增加
1668万人，增长率为10 . 7%。而
在今年2月，教育部、民政部、人
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

《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
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行动的通知》中，并未将线
上教育纳入监管中。因此，相较
于线下教育，在线教育公司逆
势受到资本青睐，融资规模持
续增长。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
年在线教育融资数量已完成
1 8 2起，披露的融资总额达
152 .73亿元，这个数字接近2017
年的全年总量。

11月26日，教育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三部
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健全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
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简称

《通知》)中，要求三部门联合执
法，在2018年年底前彻底关闭
无证无照培训的机构，包括线
上教育培训机构。

《通知》要求，线上培训机
构所办学科类培训班的名称、
培训内容、招生对象、进度安
排、上课时间等必须在机构住
所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必须将教师的姓名、照片、教师
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其网
站显著位置予以公示。这就意
味着，线上教育培训机构都需
要办学许可证、教师资格证、营
业执照等相关证件。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通
知》的出台肯定会给在线辅导
行业带来影响，影响会有多大
不好判断。但总体上讲，在线辅
导行业肯定不会消失，因为目
前整个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
未变，家长对课外培训的需求
仍然存在。希望政策在落地过
程中，给企业整改的过渡期，
逐渐完成规范化。

记者 郭春雨

延伸阅读

在线教育市场巨大
期待完善行业管理

记者调查

师资成谜 外教介绍仅有大头照 并没显示资格证
根据11月26日教育部等三部

门印发的《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
通知》要求，线上培训机构所办学
科类培训班的名称、培训内容、招
生对象、进度安排、上课时间等必
须在机构住所地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备案，必须将教师的姓名、照
片、教师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在
其网站显著位置予以公示。

然而，记者在“VIPKID”的
APP上浏览各位老师的简介后发
现，虽然每位外教都配有照片，个
人简介都写明了毕业院校、擅长
领域等，其中也不乏硕士、博士等
高学历外教，但是并没有任何证
书等进行公示。记者以家长身份
提出想要查看，客服表示“外教老
师的证书没有上传，因为这属于
老师的隐私，家长不能查看。”

随 后 ，记 者 又 下 载 了
“51talk”的APP，根据介绍，平台
的外教主要来自菲律宾和欧美，
但同样是只有一张“大头照”，没
有显示老师的任何有效证书，甚
至没有显示外教的具体国籍和
学历。记者咨询客服，同样是以

“我们把关很严格，但是老师的
证书是隐私”的理由拒绝出示任
何关于老师的资格证书。

效果难估 有家长称孩子口语有提高 也有的说没效果
业内人士钟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初，他曾想在济南开一家在
线外教平台，利用自己曾经留学
的经历找一些外教加盟教学，后
来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现在线
下培训机构管得很严，但是线上
的国家还没出台规定，也不用在
教育部门注册，在工商部门注册
就行。”钟先生说，“很多线上外教
都不是来自英语母语国家，而且
没有任何教学经验，更没有资格
证。只是看着是外国人，就能让家
长信任。其中一些外教的英语水

平其实很差，就是草台班子。”
那在此前提下，学生参加在

线外教学习效果究竟如何？“学
了半年，考试成绩虽然没有明显
提高，但是口语确实有进步，有
一次我们参加活动遇到外国人，
孩子也敢一起做游戏、聊天了。”
在张莉看来，学习效果因人而
异，但只要是认真学习，时间长
了自然就有效果。不过比起线下
的英语教学，张莉认为“还是线
下的学习更重要”。

随后，记者在几家在线外教

平台上浏览了一些家长对于外
教课程效果的评价，大部分家长
都打了“好评”，但也有一些“老
师缺乏经验”、“孩子听不懂”、

“应付”等差评出现。
记者随机调查了多位为孩

子报名过在线外教课程的家长，
高年级孩子的家长一般表示“对
口语确实有效果”，但是3年级以
下的家长均表示“效果不明显”，
其中一位家长称，“没有现实的
老师看着，孩子特别容易走神，
在屏幕前面根本坐不住”。

济南一名孩子在外教平台上学习英语课件，每天晚饭后学10分钟。 家长供图 某在线平台外教介绍仅显示“大头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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