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市交运出租车有限公司，豫
RT0947 车原车主沈光建（身份证号
412927197510195354） 转让给新车主张
自豪（身份证号 412922197708242433），
特此声明。

转让声明

陈 云 泉 （ 身 份 证 号 码
411303196310201810） 购买诚发中央公
馆小区 4号楼 1单元 10层 09户的购房
合同、购房收据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都晨报》全国统一刊号，刊发
遗失声明、公告等具有法律效力

△报社公众号、 微信平台同步播
发，影响大、效果好、收费低

△刊登广告方便、快捷，一个微信
（19837709171）即可

唐河乐苑生态农场突尼斯软籽石榴
全程有机肥种植，散养鸡鹅除草，太阳能
杀虫灯灭虫，120 米深井水浇灌， 品质
优，口感好，粒大汁多，籽小且软，无需吐
籽，营养美味。

果园直供、应季鲜果、新鲜到家。
小份 5 斤，35 元（需到建设路、高新

路、 文化路、 森林半岛等定点存放处自
提）； 大份 10 斤 65 元， 市区免费配送；
诚邀批发，量大价低。

预订电话：13663999559

自然成熟 现摘现卖
乐苑软籽石榴开始配送

专家 学编程并非越小越好
人工智能编程技术的学习有

明显低龄化趋势，中学开始学，甚
至小学也开始学。 是不是越早学
习越好？“要辩证看这个问题。”文
继荣说， 让孩子早接触到人工智
能，对成长有帮助。 然而，人工智
能背后有数学、统计、脑科学等多
方面知识， 中小学生理解起来有
些困难。 家长在这个阶段应以培
养孩子的兴趣为主。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
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崔聪聪认
为，学编程并非年纪越小越好。 儿
童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弥
足珍贵，有些编程培训班，教育方
式不得当， 可能会让孩子形成机
械的思维模式， 对孩子的全面发
展未必是好事。 虽然资本一拥而

上，但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备受诟
病的过度宣传， 少儿编程培训行
业还存在其他不少问题。

目前， 少儿编程培训行业创
业的门槛较低。 天眼查显示，从事
少儿编程培训的 190 余家公司是
在一年内注册的， 其中 127 家的
注册资本在 100 万元以下， 且部
分公司的资本金并未实缴。

更重要的是， 少儿编程的课
程标准及评价体系尚不完善，培
训质量参差不齐。 记者查询少儿
编程教程， 在电商网站超过 200
册。 陈斌说，现在没有国家教育部
门推荐的少儿编程教材， 一些机
构的教材其实是东拼西凑的，教
师水平也参差不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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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文盲，就是现在不懂编程的小孩”“不会写代码就丧失了网络生存能力”……近来，大量引发家长焦虑感的少儿编程广告，充斥于自媒体和公共场所。 记者调查
发现，继奥数、英语之后，少儿编程成为最新教育培训热点。 少儿编程如此火爆，谁是幕后推手？ 家长是否应该让孩子学编程？

“不学未来成文盲”“不会写代码就丧失了网络生存能力”

少儿编程成为最新教育培训热点
专家:学编程并非越小越好

家长跟风、资本跟进
“未来的文盲， 就是现

在不懂编程的小孩”……近
来，类似言论以广告或软文
的形式， 频频出现在自媒
体、 公共场所及家长群里，
且愈演愈烈。 一些名人纷纷
为相关培训站台。 这一切给
少儿编程笼罩了一层高端、
前瞻的色彩。

据了解，少儿编程课程
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向 6 岁
以下孩子的简单机器人拼
搭式教育；一类面向 6 岁以
上小学阶段的儿童，以图形
化、模块化的编程语言在编
程软件里创作情景动画。

少儿编程课花费不菲。
记者调研市场发现，以 7 岁

孩子每周上 1 节课为例，线
下课程一般一年 1 万到 2
万元， 线上课程一年多在
5000 元左右。

北京的罗女士在开学季
给孩子报了机器人培训班。
“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班上
很多同学都在学机器人，我
们不想输在起跑线上。”罗女
士说，“现在的小孩子都是互
联网时代的原住民， 未来世
界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知
道， 让他们从小接触编程应
该有必要。 ”

记者近日在天眼查上
检索显示，360 余家公司的
经营范围里含有“少儿编
程”，其中，在一年内注册的

公司有 190 余家。
某投行教育行业分析

师孙瑞桃说， 目前超过 60
家少儿编程培训企业公开
融资，编程猫 、核桃编程、
西瓜创客等在近两年均宣
布亿元新融资， 以高瓴资
本、 红杉资本和北极光创
投等为代表的知名风险投
资机构，以及好未来、新东
方等上市教育企业都已
“入场”。

少儿编程培训机构北
京橙旭园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总经理陈斌说，我国少儿
编程今年的市场规模大约
有 50 亿元， 未来两三年内
预计还将有 3 到 4 倍增长。

政策导向、机构贩卖焦虑
首先是政策鼓励。 中国

人民大学信息学院院长文
继荣认为，人工智能教育是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让青少年适应
数字化时代的战略需要。

2017年 7月国务院颁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规划明确提出“在中小学阶段
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
推广编程教育，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寓教于乐的编程教学软
件、游戏的开发和推广。 ”

目前，北京、重庆、广州
等地教育部门都出台了人工
智能课程逐步进校园的规
划。 浙江省从 2017 年开始，
包括编程的信息技术已经纳
入高考选考科目。 在政策鼓

励下， 资本纷纷进入少儿编
程培训市场。

不容否认的是，一些机
构刻意“制造焦虑”对少儿
编程热推波助澜。 一位南京
少儿编程创业者说，有的公
司员工冒充家长在家长论
坛、家长微信群和自媒体里
发表一些制造焦虑的言论，
然后以“免费体验”的形式
吸引消费者。

“各个机构都拼命向家
长传递政策鼓励、 大家都在
学等信息， 却不会详细讲解
编程到底如何能够培养儿童
的逻辑思维。 ”贝尔编程 CEO
林钊仕说，近两年，少儿编程
培训行业每年投入的营销费
用据估计超过 10 亿元，一些

机构通过“制造焦虑”来刺激
家长付费。

此外，培训机构的市场
火热，也与学校相关教育跟
不上有关。“编程和人工智
能教育对学校的师资、教程
和硬件条件都有很高要求，
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具备条
件， 很难马上纳入必修课。
培训机构满足了部分市场
需求。 ”文继荣说。

北京市东城区某小学
的朱同学今年 10 岁， 家长
给他报了一家培训机构的
全年 40 课时线上课程。 家
长说，一方面是因为孩子确
实对图形化编程感兴趣，另
一方面学校开设的编程课
课时短、不深入。

南 阳 市 友 诚 劳 务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302MA3XGQBX011）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
权人于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19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30 时在南阳市汉冶东路
（儒林御座 2512室）依法公开拍卖：

桑塔纳车、猎豹车共三辆。
欲竞买者， 于 2019年 11月 14 日

17时前持本人有效证件及保证金（1 万
元/辆）到本公司指定地点办理有关竞买
手续，自 11月 13日至 11月 14日在南
阳市人民北路 1166号展示车辆。

咨询电话：
15503992099 13333695807
报名地址：南阳市汉冶东路儒林御

座 2512室
河南华星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7日

拍卖公告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南阳名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11303349524405B，财务
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大视野2019年 11月 8日 星期五 13编辑 杨丽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