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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首语

我们会追寻更好的自己

假如通往幸福的门是一扇金碧辉煌的大门，我
们没有理由停下脚步；但假如通往幸福的门是一扇
朴素的简陋的甚至是寒酸的柴门，该当如何？我们
千里迢迢而来，带着对幸福的憧憬、热望和孜孜不
倦的追求，带着汗水、伤痕和一路的风尘，沧桑还
没有洗却，眼泪还没有揩干，沾满泥泞的双足拾级
而上，凝望着绝非梦想中的幸福的柴门，滚烫的心
会陡然间冷却吗？失望会笼罩全身吗？

我们决不会收回叩门的手。岁月更迭，悲欢交织，
命运的跌打，令我们早已深深懂得什么是生命中最
最值得珍惜的热爱。只要幸福住在里面，简陋的柴
门又如何，朴素的茅屋又如何！幸福的笑容从没因
身份的尊卑贵贱失去它明媚的光芒。我们跨越山川
大漠，摸爬滚打寻求的是幸福本身，而不是幸福座
前的金樽、手中的宝杖。幸福比金子还珍贵，这是
生活教会我们真理，我们会追寻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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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格雷霆行动——

点滴汇聚，终成汪洋

咚、咚、咚 
猜猜 这是钟声？ 
是时间的脚步声？
 还是你的心跳声？ 
倒计时 60 天 

60 天能改变什么？
60 天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6 月 28 日
在霍格各部门领导与员工的见证下
营运部门各战队负责人签下军令状
记 录 下 迎 战 未 来 60 天 的 关 键 时
刻！

军令状一出
言出必行，使命必达！

霍格教育凭借强大的行动执行力，
坚持“有情怀、具规模”的理念，
雷霆行动军令状的签订标志着正式
进入最后为期两个月的冲刺阶段，
华丽绽放必将获得万众瞩目！

 

宝在米家18期课程培训圆满结束！

宝在米家第 18 期课程
培训在七月中旬火热开启，
7 月 15 日，宝在米家总部
针对 MEGO 积木课程和全
能优 + 感统课程进行了专
业 培 训。7 月 22 日 —7 月
25 日，全脑开发初级课程
培训和多元智能课培训在
总部完成。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
18 期培训的精彩花絮吧 ~

全能优 + 感统课程培训
本期全能优 + 感统课程培
训在宝在米家空港中心开
展，宝在米家教研中心刘
永佳老师和郭妮娜老师负
责给各位学员培训。

她们不仅为在座学员讲解了课程特点，字字珠玑，让各位学员非常受用，还针对新课
时安排、授课流程进行分解，方便在以后学员对宝宝上课节奏的把握。

刘永佳老师给各位学员详细讲解了全能优 + 感统授课容易走进的误区，规范学员
们上课行为，将课程效果最大化。然后刘老师针对教材、教学方法及教学步骤进行了
详细的讲述。来自宝在米家各分中心和联盟园每一位学员在培训中都积极参与学习、
认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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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老师 宋增虎老师

宝在米家教研中心总监刘庆老师担任本
期全脑开发初级课程的教学任务。本次培训
打破常规的听课评课老套路。通过刘庆老师
精彩的教学案例分享，让学员走近全脑开发
课程前沿，并参与教学讨论，提高专业教学
素养。

宝 在 米 家 教 研 中 心 宋 增 虎 负 责
MeGo 积木课程培训。宋增虎老师根
据 MeGo 积木建构的特点跟老师们做
具体讲解，虽然积木看似很简单，但
是它们的形状和大小都是有着不一样
的作用。经过宋老师的讲解，学员们
更加确定了今后教学的重难点。那么
接下来各位学员也想动手试一试了。
哈哈！在一番预热以后，宋老师解答
学员们在学习 MEGO 积木课程遇到的
问题，学员们也不断突破难点，尝试
不同的教学作品。瞬间化身”设计师“，
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作品。

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和脊梁，
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了让孩子
在披荆斩棘的路上始终保持激情和怀
揣梦想，我们应给孩子以更多的关心
与帮助、更多的信心和力量，这也是
宝在米家开设课程培训的动力源泉。

 
四天的高强度课程培训结束了。时间虽短，但让各位学员对宝在米家课程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也让课堂的完善与课程的设置更加科学、更先进。现在早期教育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庭重视，所以宝在米家将不断的完善自身，用最专业的早教知识
传播给每一个家庭，让每一位孩子在宝在米家儿童成长中心开启自己美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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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刷爆全网：
父母的爱是最深沉无言的守护

截止发稿前，《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已超 11 亿，超越 4 年前的《大圣归来》。
 我内心为此感到欢喜，因为我相信，它配得上这结果。
 相信，是我从这部电影里看到最温暖的东西。
 因为相信，未来可期。
诚然，比起 1979 版的那个在暴风雨前拔剑自刎的白衣少年，这可真是我见过最丑的哪吒。
但，对于一个常年混迹养育圈的我们，只想感叹的说：终于啊终于，在一个属于中国

人的故事里，娃是正常的一个娃，爹妈是正常的一个爹和妈。来看看我们之前故事，正常主
角的出场设置都是啥：石头里蹦出的猴子，藤上结出的七兄弟。更惨的是有父母还不如没父
母的，类似于父母双全红孩儿，双亲健在许士林。

 杰出版本就是经典版的哪吒——殷夫人怀胎三年，后来生下一只大肉球，亲爹见状大
呼妖怪举刀就要砍杀，后来闯下弥天大祸，又是亲爹率先跑出来，大喊你为什么要累及爹妈。

 总之呢，亲子之间或隔离，或扭曲，大人不像大人，小孩不像小孩，很少有什么正常
的一家。

我相信爱能打破成见

能融化叛逆的，只有“爱”

电影最大的泪点，集中在两对父子之间，哪吒和
李靖，敖丙和龙王。

灵珠转世的敖丙相貌英俊，有修炼天赋，行为有
规有矩，待人温和有礼，搁现在绝对是让所有父母梦
寐以求的别人家的小孩。

魔丸变的哪吒则刚好相反——他长相奇葩，精力
充沛，情绪暴烈，做事冲动，破坏力强大，堪称史上
最强熊娃。

可因为不信命，不由命，哪吒最终冲破自己“祸害”
的命运，打破神、人、妖三界所有人的成见，变成了
一个造福百姓的“魔童”。

那句“去他个鸟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
仙，我自己决定！”一语点破电影主题，让人对自我
命运的掌控，有着爆棚的自信。

命由天定，事在人为，而哪吒能做自己命运主宰，
全有赖于父母的成就。

这次的改编里，哪吒被设定为殃及人间的魔丸，带上了先天注定的暗黑色彩。
他降临人间后，被当成魔童，人们嫌他弃他，躲他骂他。电影有这么一幕：
哪吒刚出生就展现了魔丸的秉性和力量，在李府在陈塘关闹得人仰马翻，百姓请求李

靖大义灭亲，太乙真人受师命而来要将哪吒就地镇压，这个时候，是殷夫人跳出来，挡在
哪吒身前，拿自己的命护住他。

有一个特别的细节，是哪吒的眼睛。
这一刻之前，哪吒只有眼白，满身只有魔性，这一刻之后，哪吒有了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珠，

就好像他的母亲，唤醒了他内在的人性。
我不管你是不是妖怪，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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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陪伴的力量 成见是人们心中的一座大山

相信那些爱你如生命的人

影片里哪吒想和当地的小孩一起玩，小孩对他没有偏见，可是小孩的父母却骂他是一个妖怪。
哪吒去抓妖怪，想要替天行道，可是他们却诬陷所有的坏事都是哪吒干的，在沙滩上他们

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木棒全部打到他的身上。
于是在哪吒自编的歌谣里，有自暴自弃的沮丧，堪破世事的愁苦：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 
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盐。 
...... 
生活你全是泪，没死就得活受罪。
越是折腾越倒霉，越有追求越悲催。  
垂死挣扎你累不累，不如瘫在床上睡。
他质疑李靖为了总兵面子关住自己，痛恨百姓不识好歹，所以他解开乾坤圈成真魔。
这时，哪吒还不信来自人间的爱，也不信自己能改变宿命。
而面对如此境地，母亲殷十娘，给予了哪吒更多的关怀。即使公务繁忙，仍尽力陪伴儿子。

为了给儿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穿着盔甲也要陪哪吒踢毽子，哪怕遍体鳞伤 ......
李靖扛住质疑，想方法让他开心，甚至磕头请来百姓参加哪吒生日。面对天劫，他愿以命换命，

那挂在哪吒腰间的护身符，是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沉无言的守护。
这一切只因哪吒是他们的儿！
当哪吒目睹这一切后，他知道自己是李靖的儿子，而不是他们口中的妖怪。
爱，填满了这三岁小孩的心，驱逐了仇恨，哪吒才真正觉醒。
这时，哪吒相信爱能破开偏见，相信自己能逆天改命。

成见是人们心中的一座大山，怎么搬也搬不走。就像电影中的申公豹所说，无论是哪
吒还是龙王三太子都承受着人们的偏见。

面对大家的偏见，龙王和李靖夫妇的教育选择对两个孩子产生了影响。龙王将自己的
梦想加注在孩子身上，希望三太子可以助龙族登上仙位，可以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虽然龙
王和全龙族撕下自己的鳞片为三太子做了万鳞甲护身，可这其实让敖丙心里变得更加沉重
了。

相比于李靖夫妇对哪吒的教育方式，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父母，会对小孩有正常的感
情，有正常的付出，有正常的期待，这些东西因为其正常，所以会有一种结结实实的理所
应当。

 看起来它轻飘飘，好像只有四两，比不上龙王为儿子盗灵珠给儿子做万龙甲希望儿
子能得道升天的情意千斤。

 但有的时候，千斤还真就掰不过四两啊。

当敖丙告诉他命中注定是魔丸时，哪吒嘶吼：“去你个鸟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
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这是爹教给我的道理。”

每个人最初的身份认知，都来源父母。当父母告诉我们是太阳，我们便有光，告诉我
们是烂泥，我们便扶不上墙。

李靖父母及太乙真人从未告诉过哪吒：你生来就是魔。
而是说：“你是灵珠，肩负斩妖除魔的重任。”
父母只是指出一条路，选择还是在自己身上。
在哪吒知道身世后，他当然可以魔化真魔，但他还是站出来，救了遭受灭顶之灾的百姓。
因为那时的他已经相信爱，相信自己可以不受命运的束缚。
从没什么命中注定，从来都是自己的选择。
“我命由我不由天”只是讲了件很简单的事：就是相信，相信自己要做的事，相信那

些爱你如生命的人。

我命由我不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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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会精彩分享——

陈伟：叫醒自己的 24 张图

01 07

04 1005 1106 12

02 0803 09
永远不要自毁机会和前途。 你永远无法满足所有人。

读书的意义所在。 拥有资源的多少并不重要，
如果你不懂得利用永远都不
够。

自我塑造，过程很疼。但你
最终能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

不要墨守成规，敢于创新才
能打败对手。

有时候你觉得特别难，也许
因为有更大的收获。

再努力一下，或许就是成功。

昨天很美好，今天很残酷。
明天又是新的开始，但很多
人都在今晚放弃。

表面繁荣未必是好事，抛开
表象看实质才是人生真谛。

方向不对，越努力越窘迫。 你所知道的不要全说，你所
看到的不要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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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学段儿童的校外生活有所不同。幼儿园儿童的校外生活以休闲娱乐为主，睡眠时长为 9
小时 47 分钟，室外活动时间为 48.31 分钟。小学二、四年级是一个过渡时期，做作业代替外出
游玩成为这一阶段儿童在上学日占时最长的校外生活事项，尤其是四年级儿童的学校作业时长达
到 60.51 分钟 ; 在周末，外出游玩时长虽然相对于幼儿园有所减少，但仍然排在首位。

小学六年级是一个分界点，外出游玩、阅读、家庭劳动、社会学习等多项校外生活事项时
长都达到顶点。

初中段校外生活则主要围绕学业展开，他们到校时间最早，但离校时间最晚，在校时间最长。
初中生放学后，做作业时长最多，占时 123.96 分钟，自由玩耍时间最少，占时 18.60 分钟。

儿童的校外生活特征明显

另外，儿童使用电子产品游戏休闲时间较长。报告显示，儿童在上学日平均每天使用电子
产品的时长为 43.24 分钟。其中，利用电子产品学习的时间为 13.90 分钟，看抖音、动画片、快
手进行娱乐的时间为 16.60 分钟，玩网络游戏、进行网络聊天的时间为 12.75 分钟。儿童在周末
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更长，平均为 96.27 分钟。值得注意的是，乡镇农村儿童的电子产品的使用
时间为 108.18 分钟，明显高于城市儿童的 88.40 分钟。

六成儿童参与课外班平均每年花费近万元

近日，中国儿童中心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 (2019)——
儿童校外生活状况》。报告显示，课外班已成为儿童校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6 成儿童参与课
外班，上学日五天参与课外班的累计时间为 3.4 小时，周末两天参与课外班的累计时间为 3.2 小时。

其中，调查篇以全国 10 个城市和农村的 14874 名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阶段 3 至 15 岁儿童 ( 或
家长 ) 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儿童的校外生活时间利用、课外班参与、日常作息时间、假期校外
生活、校外生活评价五个方面分析其基本状况、影响因素和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儿童蓝皮书：

‘

’

数据显示，在上学日，平均每个
儿童的校外生活时间分配中，花费时
间最多的类别是做作业，占时 87.85
分 钟 ; 在 周 末， 占 据 儿 童 校 外 生 活
时间最多的事项是外出游玩，占时
116.20 分 钟 ; 在 假 期，78.70% 的 儿
童有走亲访友的经历，62.00% 的儿
童有外出旅游的经历。

儿童校外生活时间里兼顾了学习与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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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吸毒、性侵，急需整顿的
“黑外教”市场有哪些内幕

据国家外国专家局数据统计，2017 年，中国从事教育行业的外国人已达 40 余万。然而，
业内人士坦言，大多数机构对外教的“无证上岗”，其实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利益
驱动下企业的录用标准是降低的。

‘
’8 月 13 日，青岛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撤销青岛市市北区红黄蓝万科城幼儿园市示范幼儿

园资格的通知》，青岛红黄蓝万科城幼儿园由于管理不到位，被撤销市示范幼儿园资格。
7 月 23 日，该幼儿园被爆出外籍教师猥亵女童的恶性事件。8 月 2 日，青岛市崂山区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此案，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马约格·何瑞迪·丹尼尔·奥斯瓦尔多确有猥亵幼
儿的行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其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依法从严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
驱逐出境。

除了红黄蓝事件，还有登上热搜榜的“英孚教育外教涉毒”事件，7 月 10 日凌晨，徐州市
公安局泉山分局在官方微博平安泉山上发布警方通报称，7 月以来，该局成功破获一起涉毒案件，
截至目前共抓获涉毒人员 19 人，其中 7 人为某教育机构外教，9 人为外籍学生。

近两年，外教市场混乱，资质不合规的新闻已是屡见不鲜，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

儿童校外生活“影子教育痕迹明显

“ 影 子 教 育（shadow education）”
是指学校正式教育的投影，也就是在东亚教
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儿童课外班现象。

调查显示，从课外班参与比例上看，
儿童上学日参与学科辅导的占比最高，为
66.5%，其他依次为文艺特长（58.2%）、
体育特长（53.9%）、科技兴趣（35.7%），
在周末也呈现类似的趋势。

在课外班形式上，尽管当前互联网普及
程度很高，但线下课程仍然是主流，占比为
71.85%；同时选择线下课程和网络课程的
次之，占比 24.29%；只选择网络课程的比
例远远低于预期，占比仅为 3.86%。可见，
无论是课外班参与比例和目的，还是课外班
参与形式，都说明在儿童校外生活中，“影
子教育”痕迹严重。

校外生活的“影子教育”现象加重了儿
童的课外负担，也降低了儿童在其他校外生
活方面的质量。儿童校外生活时间是有限的，
严重的“影子教育”必然会压缩其他校外生

活的时间和机会。
调查显示，上学日，幼儿园平均睡眠时

长为 9 小时 47 分钟；小学二、四年级为 9 小
时 25 分钟；小学六年级为 9 小时 13 分钟；初
中为 8 小时。儿童睡眠低于 10 小时的比例，
在幼儿园阶段为 54.04%；中小学生睡眠不达
标率为 78.30%，其中，小学生睡眠不达标的
比例为 76.93%（二、四年级小学生睡眠不达
标率为 75.49%，六年级小学生睡眠不达标率
为 79.57%）， 初 中 生 睡 眠 不 达 标 的 比 例 为
80.78%。

可见，在连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的情况下，
留给儿童自由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这就严重
压缩了他们进行休闲娱乐、自由玩耍、社会实
践的机会。

研究人员建议，政府、社会、家庭、学校
都要更加关注儿童校外生活，科学规划儿童校
外生活时间，提高儿童校外生活质量。

-24- -25-



04 04行业风向 行业风向
Industry trend Industry trend

“外教涉毒”事件，只是外教市场乱象的“冰山一角”。
但实际上，国家针对外教，早已有了明确的规定和管理
制度。2017 年，国家外国专家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全面实施外国人来
华工作许可制度的通知》。《通知》宣布从 2017 年 4 月
1 日起，全国统一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发放《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国人工作许可证》，来华工作外国人凭两证办理相
关签证和居留手续。

而聘请单位需要有《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认
可证书》，根据法律规定，外籍人士应聘在中国从事教
育工作的，应当取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并办
理取得文教类《外国专家证》，才能从事教育工作。这
里的《外国专家证》，可以理解为外教版的教师资格证。

外 教 市 场 乱
象，加强管理
进行时

02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
学研究所《2018 中国 K12 在
线英语教育调查报告》显示，
家长平均每年为孩子在在线英
语教育上花费金额 8220 元。
而在线下，根据 2013 教育部
数据，内地各类英语教学机构
共招收约 3.6 亿名学生。从夜
校到私立学校，内地约有 5 万
家各类教授英语的学校或教学
机构。面对庞大且供需失衡的
教育培训市场，让大部分以英
语为母语 / 非母语的外籍人士
可以轻松找到英语教职，如果
是白人就更容易了。在外籍员
工网络论坛上也随处可见各类
学校和语言类机构的师资招聘
广告，什么年龄段的学生都有。

近年来，从幼儿园到中小
学，从培训机构到家教，外教
在教育领域里越来越“吃香”。
一方面，家长“认脸”导致培
训机构用外教做招生噱头，由
于不少家长越来越重视对孩子

口语的培养，推崇欧美外教，尤其是北美外教，觉得欧美外教口音更纯正，能教授英语思维。
另一方面，外教自带光环，是提升培训机构知名度的金字招牌，同样也是培训市场中攻城略地
的“核心竞争力”。

于是，再平凡的培训机构，一旦邀请数名外教加入，立马学费、人气、报名翻番。不少培
训机构顺势推出“1 对 1”的外教服务，主打“金牌外教真人授课”，以此来吸引学生和家长的
关注。与普通的学习班相比，有“洋老师”的课程学费往往比中教翻倍。而黑外教还可以让培
训机构节省资源，如某深圳培训机构工作人员透露，正规外教月薪 13000~18000 元，而黑外教
只需要 8000 元。

业内人士也透露到，有的老师来自意大利、匈牙利、爱尔兰、巴基斯坦等国，并非英语母
语国家。而且，有的老师只是国外留学生，并不具有教学资质。对于那些没有经受过正规执教
训练的外教，如何更好的传道授业为学生解惑？ 

供需失衡的教育培训市场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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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获得学员增长  瑞思布局早幼教市场

7 月 3 日，瑞思宣布战略投资 NYC 纽约
国际儿童俱乐部，投资金额达千万。据悉，
瑞思专注于 3 至 18 岁青少儿素质教育，2018
年财报显示，瑞思全年总收入 12.719 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 31.2%，归属于瑞思的净利
润达 1.43 亿元，全年学生入学总人数 7.3 万人，
同比增长 42.2%。对此，瑞思英语 CEO 孙一
丁对瑞思英语的 2018 业绩变化作出表示：“我
们在 2018 年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得益于中
国对少儿英语培训市场的强劲需求。我们将继
续扩大校区规模，关注新的收购机会，以提升
服务及产品水平，并在技术、产品研发、销售

和营销活动上加大投资，巩固现有生源，同时
扩大新招。”

但事实上，瑞思用户增长已经开始放缓。
根据瑞思英语 2019 年 Q1 财报，瑞思在学生
人数和业务拓展方面，总报名人次为 16522
人（其中含直营学习中心、在线课程、短期班、
SSAT 课程及领峰学习中心报名人次），人数
较去年同期学生报名人次有明显下降。虽然，
瑞思的学习中心总数增长至 395 个，包括 78
个直营学习中心（2 个领峰学习中心）和 317
个加盟学习中心。

瑞思第一季度直营学习中心升学率由去

随着“二孩政策”的施行，对婴幼儿照
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但
目前现有的托育机构、托育服务并不能满足
市场的需求。一时间幼教、K12、英语培训
企业都纷纷布局早教市场，或巨额投资并购，
那这个“非刚需”的早教市场为什么获得各
大教育企业及资本的青睐？

资本寒冬下，
为何早幼教赛道
依旧被资本热衷？

如果一名外籍英语教师，想要申请取得《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证》，需要符合以下两个
条件之一：

1、如果他来自英语母语国家，必须取得大学学士或以上学位，并具有 2 年以上语言教育工
作经历。

2、如果他来自非英语母语国家，必须在英语母语国家的大学取得学士或以上学位，并具有
2 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

除此之外，按照规定，受聘于中国境内教育机构工作的外籍教师，还包括身体健康、无犯
罪记录外等。

那如果没有 2 年工作经历怎么办呢，如果他的学位是教育类或师范类的，或者他取得了他
本国的教师资格证，或者取得了 TEFL（通用英语教师资格证书）、TESOL（对外英语教师资格
证书）这两种证书。当然，一些英语培训机构也会招聘持有 TESL（第二语言的英语教学资格证书）、
TKT（剑桥英语教学能力证书）、CELTA（英语语言教师证书）的外教。。

此外，根据去年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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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线上培训机构必须将教师的姓名、照片、教师班次及教师资格证号在其
网站显着位置予以公示。”

随着我国推进改革开放与教育国际化，外国人来华担任教师会逐渐增多，对于外教，不论
是机构还是家长，要重视其资质、能力，而不是只看一个面孔。对于那些想要查验外教证书真伪
的家长，只要登录 TEFL 或者 TESOL 的中国官网，在“查询证书”一栏，输入外教老师的姓名、
相应证书的编号、护照信息等，即可查询。当然招聘的机构和企业要先自查，给外教备案之前先
有效甄别外教有无犯罪记录或者资质造假等，甚至要通过第三方或者技术手段进行查验，不突破
准入门槛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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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包括学前教育新规及 2018 年我国二孩政策全面出台，儿童相关产业形成爆发性增长
势头，早期教育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已经逐步步入投资蓝海。据速途研究院数据显示，2012 年
中国早教市场规模为 820 亿，到 2017 年已经达到了 1989 亿元，2018 年更是呈现井喷式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中国的早期教育已进入发展黄金期。按照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0 年 0-6 岁人口约达到 1.04 亿。中国早幼教服务市场的规模从 2011 年 1793 亿增长到 2018
年的 6271 亿，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 8146 亿，早幼教规模市场将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在托育领域，中国 3 岁以下婴
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3%，而中
国 48% 的婴幼儿家长需要托育；在早期教育上，
“上早教，起步早”反映出新生代家庭越来越
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加之受国外早教理念的
影响，人们对于婴幼儿早期教育逐渐接受和认
可。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千亿的早幼教市场规
模，早教机构已成为各大资本 / 企业布局教育
行业时的首选。也由此可见，各大投资机构目
前比较看好儿童早教市场的发展前景，从侧面
也表明儿童早教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年同期的 71% 上升至 72%。从中可以看到，学习中心的增加似乎并未同步拉动学生人数的快速
增长。

NYC 纽约国际儿童俱乐部与瑞思不同，它专注于更为低幼端的儿童素质教育。NYC 起源于
美国纽约，用户年龄段集中在 0 至 7 岁，致力于为儿童及家庭提供早期教育课程和服务，但它俩
的运营模式具有相似性，均为直营 + 加盟的线下教育服务模式。这次合作，双方将在流量获客、
校区中心运营管理等方面也能展开合作。0-3 岁、3-6 岁的招生对接，对于瑞思来说，此次战略
或是目前学员增长重要的布局，同时也是瑞思对早教市场布局的开端。

从资本看，2019 上半年早幼教融资赛道

除此之外，在布局早教市场上，2019 年 1 月份，主打运动结合的早教美式品牌小小运动馆
被复星集团控股，并与复星集团另一控股母婴平台宝宝树达成业务合作；在此之前，复星集团已
在早教领域有所布局。在过去几年间，复星集团投资了包括宝宝树、亲宝宝、Silver Cross 银十
字宝贝、年糕妈妈等早教品牌。2019 年 3 月，中科致知国际教育战略合并美式早教品牌贝迪堡，
接下来将重点布局托育领域。从资本市场的动作来看，据不完全统计，自政策发布后，以民办幼
儿园为主营业务的投融资事件上半年基本没有。2019 上半年早幼教融资赛道集中在幼教服务商、
托育、以及有关启蒙、戏剧、英语教学的线下机构。其中部分机构如婴幼儿托管服务品牌纽诺教
育和圣顿教育，较受资本青睐，一年融资两次。在线少儿英语赛道 DaDa、阿卡索等也较受资本
青睐。而幼教园互联网服务平台壹点壹滴同样获得两次融资。金额最大的要数绿城服务集团以
6720.42 万澳元（约 3.2 亿人民币）收购 Montessori Academy Group Holdings Pty Ltd( 目标
公司 )56% 股权，目标公司为 Montessori Academy 的全资附属公司，主要按照蒙特梭利课程及
体系，向婴儿（0-2 岁）、幼儿（2-3 岁）及学龄前儿童（3-6 岁）提供教育及托儿服务、日常教
学，并在澳洲经营超过 20 家幼儿园。

其次典型幼教公司红黄蓝以 1.46 亿元人民币收购新加坡一家民营儿童教育集团约 77% 的股
权，向综合性的早期教育服务提供商转型。幼儿早期教育似乎成了延伸教育领域，人人看好的一
座富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提及早教，最先想到的是启蒙。但在当下早幼教市场蓬勃发展的背
景下，很多幼教、K12、英语培训企业都纷纷布局早教市场，为什么大家如此看好这个市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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