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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收费提高引家长质疑：

私立幼儿园转公办就涨价？
回复：去年的部分费用今年没收，一减一加实际没涨价
□ 袁海飞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张新红 文/摄

记者
调查

上周，柴桑区庐山春天一休早校幼儿园今年新学期的收费遭到一些家长质疑，称
原先是私立性质的一休早校在转为公办幼儿园后，收费反而比去年提高了，由每月
550 元上涨到 680 元。一休早校幼儿园教研负责人回应道，去年的书、体智能课、杂费
今年都免收了，
与今年每月增加的 130 元相比，
正好抵消，
实际收费并没有上涨。

社区播报
为美化家园尽力

古稀老人义务修剪树木

陈杰锋正在修剪树木。
陈杰锋正在修剪树木
。

庐山春天幼儿园。

投诉

私立转公办，收费涨了

柴桑区庐山春天一休早校幼儿
园原本是一家私立幼儿园，开办在庐
山春天小区正门的一侧楼内，目前在
园幼儿约 180 人。去年，一休早校开
始转为公办幼儿园，现在是九江市柴
桑区中心幼儿园庐山春天分园。
今年 9 月，幼儿园新学期开始报
名收费。细心的家长发现今年保教

幼儿园

费和生活费两项收费比去年高了 130
元/月，去年两项收费 550 元/月，今年
为 680 元/月，按照一学期 5 个月收取，
去年总计 2750 元/学期，今年共 3400
元/学期。为此，发现问题的家长很不
理解：私立幼儿园比公立幼儿园普遍
收费高，庐山春天一休早校转为公办
幼儿园，收费为什么还提高了？

在庐山春天小区，记者咨询了一
些居民。其中一名孩子家长透露，孩
子今年刚入园，总共缴费 3800 元/学
期。还有一名家长则表示，其小孩是
老生，
去年缴费只有 3300 元/学期。两
名家长都说，
今年的收费比去年要高。
那么，这家幼儿园今年新学期的
收费究竟有没有涨价呢？

示这种不适当，因为去年的书、体智
能课和学杂费共 649 元/学期，而今年
这 一 笔 费 用 全 部 免 收 ，这 样 一 加 一
减，实际并没有涨价。她说，个别家
长只看到了上涨部分，而忽略免收的
部分，这样算肯定不合适，而且这些
收 费 都 会 公 示 的 ，家 长 一 看 就 明 白
了。目前幼儿园已经开园，孩子们也
都入园，但这名工作人员所说的收费
项目却还没有公示出来。

另外，根据教研负责人所说的收
费项目和标准，老生今年一学期总费
用为 3600 元，但按照保教费和生活费
550 元/月*5 个月+649 元计算，去年总
计 3399 元，
差额约 200 元。这 200 元是
什么收费呢？新生今年的总费用是多
少呢？教研负责人只说新生会另收
200 元园服费用，
没有透露总费用是多
少。而对于老生去年和今年总费用的
差额产生的原因，
她也没有说明。

本报讯（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张新红 文/
摄）14 日，人民路街道幸福里社区志愿者们在
福华小区清理垃圾，美化家园，70 多岁的小区
居民陈杰锋看到后，从家里拿出一把大剪刀，
默默地修剪小区绿化树木。其实，自创建文
明卫生城市以来，他已不止一次义务参加这
类活动。
当日，社区在居民群里发布了一条清洁
道路和小区的消息。陈杰锋老人看到后，接
龙报名参与。一大早，社区志愿者带着各种
工具赶到福华小区，分头清理垃圾，摆放车
辆。陈杰锋见志愿者们都来了，也赶紧从家
里拿了一把大剪刀出来，默默修剪小区绿化
树木。他一棵一棵地修剪，极有耐心。一番
修葺，枝蔓杂乱的树木整齐规范起来，一排
排如立正的士兵一般挺拔。树下的残枝落
叶也被清理干净，被志愿者们清走。在众人
的努力下，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居民纷纷开
口称赞。
说起陈杰锋，周边居民都说陈杰锋是个
热心人。抗疫期间，他住在小区目睹志愿者
坚守岗位，保护大家的平安。经此一事，他也
开始加入到志愿者队伍。社区书记钟晶晶说，
老人家很有公益心，
经常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
志愿活动，小区一有事就主动站出来，特别是
创建文明卫生城市以来，总能看到他清扫卫
生、修剪草木的身影，很多时候都是不经意间
发现的，
他是个默默无闻，
做事尽心的人。

实际没有涨价

去年，保教费和生活费一起 550
元/月 ；今 年 ，两 项 收 费 一 起 680 元/
月。这一点，庐山春天一休早校幼儿
园教研负责人表示，这两项收费今年
按照柴桑区教育局的文件，每月提高
了 130 元。同时，她透露，老生今年一
个学期的总费用为 3600 元，新生另外
收取 200 元园服费。
对于家长们提出的今年新学期
收费提高的说法，这名教研负责人表

在书本费之外又收费

家长认为学校在违规收费

学校：
除作业本费外，
其余项目可自愿选择缴纳
本报讯（袁海飞 九江报业融媒
记者 张新红）都 昌县汪墩乡七角中
心小学日前因校服、作业本费等被学
生家长投诉，称学校在正规收费之外
违规收取这些费用。对此，七角中心
小学校长邵先生表示，家长提到的几
项费用，作业本费 10 元必须要交外，
其余项目都是自愿缴费，学校并不收
取这些费用。
据学生家长反映，今年新学期开
学后，已经通过支付宝在赣教通上缴
纳了242.6元的书本费，
这是正规收费，
家长没有意见，因为有记录、发票可

查。可是，
随后学校又要求学生另外缴
纳 200 元的费用，包含校服、作业本费
等，
这些收费没有标准、发票。家长指
出，
国家有明文规定，
禁止正规收费之
外再收费，
因此学校这是违规收费。
10 日，记者来到都昌汪墩乡七角
中心小学。学校校长邵先生解释称，
这个问题他们已经作了回复，反映问
题的是六年级一名学生的兄长，当时
他找的是学生在五年级时的老师咨
询，老师在解释时没有说清楚，以至
产生误会。邵先生表示，这名学生兄
长提到 200 元费用除外作业本费 10

元是必须要收的，其余的都是采取自
愿原则，由家长自己选择是否缴费。
目前，130 元的校服费已经退还给这
名学生家长，但其家庭条件不好，考
虑到学生没有校服，会对其造成一定
影响，所以学校随后与服装厂协商，
由服装厂免费为其提供一套冬季校
服。另外，校长还表示，书本费也是
家长自己上赣教通直接缴费，这笔钱
是用来在新华书店购买书本等教辅
材料的，学校也没有经手。现在的收
费都很透明公开，学校也是严格按照
规定收费，并没有违规之处。

湓浦街道

以棋会战友 不忘浓浓军旅情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
本报讯（周凯鑫 九江报业融媒记者 陈
沽玥 文/摄）近日，湓浦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开展
“浓浓军旅情，
以棋会战友”
主题活动。活
动吸引了街道辖区内多名退役军人前来参加。
活动中，战友们时而沉思，眉头紧锁；时
而喜笑颜开，从容落子。活动现场洋溢着浓
浓的战友情。退役军人表示：
“老兵之家不仅
给大家提供了兴趣爱好平台，和相互交流学
习的机会，还让彼此变得更加的默契，更加有
团 队 精 神 了 ，建 议 以 后 能 多 多 举 办 类 似 活
动”。同时大家也纷纷表示要把这种精神和
力量带到岗位上，运用到工作中，努力为街
道、社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据悉，湓浦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将依托
“老兵之家”这一平台，全面推进“尊崇工作
法”，不断提高为老兵服务的工作水平，通过
开展一系列的文娱活动，让老兵常回“家”看
看，多角度、全方位展现退役军人健康向上、
充满活力、永葆本色的精神风貌，从而增强退
役军人这支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