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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浔城不少家长晒育儿成本 教育支出占大头

专家：不要盲目，要量力而行
当工薪家庭月收入的大部分都用
来养育孩子时，爸爸妈妈也就成了不折
不扣的“孩奴”，这是继“房奴”、
“ 卡奴”
之后又一流行的称谓。虽然家庭经济
状况不同，养儿花销各不相同，但总体
而言，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
高，孩子的养育成本高涨已是不争的事
实。今秋开学不久，浔城就有一些家长
晒出了育儿成本“清单”。浔阳晚报记
者就此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家庭
的开销中，教育支出占大头。对此，专
家表示，要量力而行。

■ 浔阳晚报记者 黄泰

大学生争先恐后锻炼身体

资料图片

为了孩子的教育，家长们大掏腰包
教育开销：参加学校课后服务，在校午餐
共 360 元；作文辅导费 320 元，奥数培训
240 元，舞蹈 2 节 480 元，美术 240 元。一
个月下来就是 1640 元。
市民何女士的儿子才上小学二年级，
就报班多个。从何女士晒出的时间安排表
上，
浔阳晚报记者看到小孩
“全能”
培训，
从
周一到周日不停歇。周一合唱团，周二羽
毛球，周三或周四围棋，周五奥数；周六培
训内容最多，
分别有阅读、毛笔、英语、围棋
或古文史记；
周日又是羽毛球、围棋等。
“撇
开孩子在学校的报名费、生活费等，光这
些辅导班，每月就要花我 1500 元钱。”
相比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初中教育
凸显经济成本。
市民朱女士的女儿在我市某民办初
中读初二，开学第一个月，她就感到了压
力。
“ 学杂费 3000 多元；购买电子书、学习
资料等花 700 元；每天送饭，半个月不到，
营养餐费就花了上千元。这一个月 5000
元都打不住。
”
市民李女士的儿子上的是公办中学，
为了让读初二的儿子早上多睡一会，她在
学校对面租了一套房，月租 2000 元；中午
安排儿子在学校附近的私人托管那儿吃

中餐，每月 800 元；确保儿子每天早晚各喝
一杯酸奶。每周去校外教培机构参加英
语、物理补课（其中，英语 100 元/次；物理
是一对一，300 元/次），仅学科培训方面，
每月花费 1600 元。算上早餐晚餐费用，一
个月，李女士的儿子综合开销，5000 元明
显不够。
孩子从学前到高中，一路走来，不少
工薪家庭明显感到高中阶段才是“最烧
钱”的。初升高，有的考分没有达到重点
中学录取线或重点线，买档“赞助”费以万
计；有的租学区房或校内教工宿舍，三年
房租 10 万元到 13 万元不等。
市民陈先生的儿子今年考上市区一
重点中学，为了方便孩子上下学，他和妻
子商量一番后，在学校旁边租了一套房
子，三年租金一次性支付 12 万元。开学报
名费交了 2000 多元，还报了英语、数学和
物理等学科的培训班，一个月补课费 2800
元。
“作为上班族，我和妻子两个人加起来
年收入都不到 12 万元，可孩子读高中，就
得花费一年的过半收入。真不容易！”但
陈先生比较乐观，
“为孩子读书，我们做家
长的尽力创造条件，算是承担了为人父母
的责任，
心里很踏实。”

专家：
不要盲目跟风，
要量力而行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家长要理性，不
要盲目跟风，
要量力而行。
“现在的家长普遍重视教育，这是好
事，但也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我市一
位教育领域的专家表示，教育投资跟其他
投资不太一样，投资效果是无法量化的。
所以，要根据家庭条件安排，但不要抱着
投资的心态去跟风。

大学生掀起健身热
开学十多天了，浔阳晚报记者经过
一个礼拜的调查发现，如今，不少大学生
将时间与金钱花在了健身上，每天 19 时
许，大学校园里的操场上随处可见跑步
的学生，而靠近大学校园周边的健身房
也是人满为患，跑步机不曾空置，锻炼器
械还需要排队。

■ 浔阳晚报记者 陈月琴

“哎哟喂，自从有了宝宝，我家每个月
开销大增。前天，宝宝刚满周岁，
为了让他
赢在起跑线，
我给他报了个早教班，
一个月
2000 多元。
”
9 月 9 日，
市民柯女士跟闺蜜吐
槽育儿成本，言语中尽显早早给宝宝启智
的喜悦，
“为了配合早教开发智力，我从现
在开始，每个月都给他买些益智玩具。一
个月下来，
早教这一块要开销 3000 多元。
”
市民许女士和老公的孩子今秋开学
入读幼儿园大班，交了一学期的学杂费
3230 元。说起幼儿学前教育成本，她表示
有些压力，
“ 学杂费还算便宜。真正花钱
的还是一些特长培训，如，舞蹈一年学费
3680 元；钢琴课一节 100 元，钢琴陪练一
节 50 元；画画一年学费 2000 多元。加上
孩子吃的、玩的，一年下来，平摊到每个月
就是 3000 元出头的开销，要一个人的月薪
来对付。”
浔阳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家
长的要求下，浔城不少小学生接受的是多
方位的“全能武装”式教育，不管是学科培
训，还是艺术特长培训，一个家庭每月因
此支出 1600 元左右的教育成本。
市民周先生的儿子上小学六年级。
开学初，他在朋友圈晒出了儿子每个月的

跑步机从未空置
器械需要排队

“确实有不少家长，为了孩子可以获
得更优质的教育，省钱将孩子送入好的学
校。但我的意见始终是要量力而行，就算
是真的想让孩子读名校，也要在择校期
间，注意选择那些学费能够承担的学校。
不可不顾自己的经济条件，盲目随大流；
依靠借亲朋好友辛苦挣来的钱，过度投
资，就有些不妥当了。这毕竟不像买包

包，节衣缩食一个月就够了。如果因为孩
子的教育费用过度超支，影响了整个家庭
的生活质量，那么孩子也会间接地受到影
响。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当家长为孩子的
教育付出过多，在无意识中，会更迫切想
要看到回报，会在平时的对话和行为中有
意无意地向孩子施加偏重的学习压力。
切莫折了银子、苦了家长、累了孩子。”

“书要读，游戏也要玩，身体也不能落
下。”12 日，在九江学院旁一健身房内，一名
大学生告诉浔阳晚报记者，锻炼不容易让
人产生惰性，从开学到现在，他每天都要来
健身房运动 2 小时，满身大汗的感觉让人十
分爽快。在该健身房，浔阳晚报记者还看
到了不少外国友人的身影。据一名同学介
绍，他们学校有不少学生在这里办了健身
卡，每天结伴而来，互相鼓励一起锻炼。
“器械是男人的天下，而跑步机、动感
单车、瑜伽则是我们女性的天下。”今年大
二的小何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每天下午下
课后我都要到健身房准时打卡。自从健身
后，我的生活习惯都有所改变，以前我是靠
外卖小哥送吃的、喝的，可健身后，我都会
自己去买，不仅是为了省外卖费，也是为了
让自己戒掉惰性。”
除此之外，浔阳晚报记者通过几日的
观察发现，每天在学校操场跑步的同学也
不在少数。学生小王告诉浔阳晚报记者：
“高中时期很少锻炼，到了大学，是时候加
强 锻 炼 身 体 了 ，得 养 成 每 天 动 一 动 的 习
惯。”另一名同学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他以
前体质非常弱，开学后，室友便每天拉着她
来操场锻炼，起初，她跑 2 圈便会气喘吁吁，
如今，
她跑完 5 圈后还能做一些伸展运动。
采访中，浔阳晚报记者还遇到了一名
奇葩同学，她说：
“ 暑假在家一天到晚吃东
西，体重增加了 5 公斤，开学后，我便和室友
们一起办卡健身，我锻炼的目的就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享受美食。”

用健身方式培养生活态度
“不管怎么说，健身都是一种良好的生
活方式，关注自己健康是一种负责任的生
活态度，方式有很多种，时间也可以很灵
活，只要你想动，总可以打造一个不一样的
自己。”大三的小柯告诉浔阳晚报记者，如
今大学生都不愿意做“死肥宅”，而且体育
课程也是大学里很重要的一环。
随后，浔阳晚报记者也采访了一位大
学体育老师，他告诉浔阳晚报记者，科学的
体育锻炼能增强体质，另外体育锻炼有利
于协调人际关系，并且能使处在同一个集
体中的人学会互相关心、照顾、理解他人，
帮助他人，从而形成与人亲近、合作的习
惯。如今，当代大学生热衷健身，这的确是
一个良好的生活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