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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期频频出手整顿校外培训。
2021年3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

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介绍，教育部将对校外培训机构依
法治理、综合施策、从严审批，强化培训内容
监管，创新收费管理方式，规范培训行为，严
肃查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

他强调：“要深入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规定和‘公民同招’政策，严禁中小学招生入学与任
何形式的社会竞赛挂钩，坚决斩断这种利益链。”

为治理各类违规竞赛活动，减轻中小学生
的课外负担。此前，2018年，教育部办公厅就
印发了《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要求现有面向中小
学生的竞赛活动一律按管理权限进行重新核
准，未经重新核准的，不得再组织开展活动。

剑桥英语考试被“叫停”释放出什么信号？

剑桥
英语
考试

日前，教育部考试中心宣布不再承办剑桥通用
英语五级考试（MSE考试）。

MSE考试是英语非母语国家较为认可的英语等
级考试，从低到高分别为五级，其中“KET”和“PET”，
分别对应剑桥英语通用五级考试第一级和第二级，
也被视为名校“敲门砖”。

一石激起千层浪，家长敏感的神经再次被挑起。

教育部考试中心“叫停”
剑桥英语测试

剑桥英语五级证书考试是英国
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根据欧洲委员
会制定的语言教学大纲设计的英语
作为外国语的五级系列考试，是一
种对考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
进行考查的水平考试。教育部考试
中心和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合
作，于 1996 年引进英语入门考试
（Key English Test，简称“KET”）
和 初 级 英 语 考 试（Preliminary
English Test，简称“PET”）。

被视为“小升初”敲门砖之一的
KET/PET 考试，在一些大城市，考
位“一位难求”，还因“天价考位”被
央视送上微博热搜。

3 月 31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发布会，教育部表示，校外
培训机构治理工作为今年重点工作
任务，对校外培训机构要从严审
批。教育部考试中心宣布，不再承
办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MSE）相
关考试。

随即，剑桥大学英语考评部也
在其微信公众号“剑桥英语官方平
台”发布通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形势下，经与中国教育部考试中
心友好协商，我们将采取新的服务
模式，以便更好地为广大MSE考生
提供服务。”

消息一出，不少小学生家长群
“炸开了锅”。

有家长表示，“孩子刚参加了测
试，正准备今年上半年参加考试，可
迟迟没听到报名的消息，这是代表
考试被取消了吗？”

也有家长担心考试叫停后，之
前考过的怎么办。“不考了，那我们
之前考过的怎么办？”家长
刘女士表示。

“叫停”不代表“取消”后续或由剑桥直管

记者了解到，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再承办剑桥通用英
语五级考试（MSE）相关考试，并不代表该考试取消。

“只是换个管理方，并不会停办和取消。”一位教
培机构的老师表示。

有消息称，之后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证书考试
（MSE）在中国大陆的考试运营主体将由“教育部考
试中心”变为“剑桥英语考评部的中国区”负责。

剑桥英语在微信公众号也确认了这一点。针对家
长询问，“今年还安排考试吗”，剑桥英语官方平台回
复：“今年会有考试的，我们将陆续发布具体信息。”

目前，多家教培机构表示，“MSE 考试还会举
行，相关培训也照旧。”

不过，记者了解到，重庆市面上几乎没有专门针
对MSE考试开办的培训班。

“大部分培训的课程体系为剑桥体系还有新概
念体系，并无专门的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培训
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孩子无论
参加剑桥英语体系还是新概念体系的英语培训班，
都可参加剑桥通用英语五级考试（MSE考试），“来
英语培训的孩子都是为了学英语，MSE考试看家长
需求，要考试的话需家长自己去官网报名。”

曾出现“天价考位”家长仍然坚持报名

教育部考试中心宣布不再承办剑桥通用英语五
级考试（MSE考试）之后，还是有家长坚持要考。

陈女士还是准备给9岁的儿子报名，她对记者
说：“我现在更关心今年多久报名？多一证在手，去
好学校面试更有底气。”

但由于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再承办剑桥通用英语
五级考试（MSE考试），她也有点担心该考试“含金
量”。有的家长则对记者说，就算没有MSE，还有
IELTS、TOEFL、GRE、GMAT等各种英语考试。

实际上，KET、PET热度持续走高，成为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中小学生的“标配”。

有数据显示，从2016年至今，报考人数已从2万飙
升至15万，不到15%的中签率难度更是高过春运抢票。

2019年 6月，火爆的KET和 PET还因报
名人数过多导致系统崩溃。

过于火爆导致考试费用被哄抬。今年3
月KET曝出考试费用一度被哄抬超4000元，
仍有大批家长争先恐后抢名额，不少机构还
表示能锁定考位。而记者看到，该考试官网

报考费用仅为500元。
7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天价考位”被曝光后，

市面上的机构大部分表示参加MSE考试需要家长自
行去官网报名。“我们不代报名，我们只提供英

语培训，价格和普通培训并无区别，也没有
专门针对MSE考试的班。”某教培

机构的老师告诉记者，绝大部
分连锁教培机构都是如

此，建议家长自己报
名，大家也不要

相信能锁定
考位。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韦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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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泰山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王清林
接受记者采访表示，这对于缓解当前中小学
生考试焦虑，减轻课业负担有着积极的作
用。尤其对于此类的社会培训机构来说，将

会受到直接影响。考试中心不再承办此类赛
事，也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国家对教育培训
行业治理和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决
心。

“叫停”有利于缓解中小学生考试焦虑
剑桥英语五级证书考试（剑桥

大学考试委员会称之为主体系列考
试，Main Suite Examinations，缩略为
MSE），是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
根据欧洲委员会制定的语言教学大
纲设计的英语作为外国语的五级系
列考试。

五级证书考试（MSE）共分为五
个级别：

第一级，入门水平：英语入门考
试 （key English Test, 缩 略 为
KET）；第二级，初级水平：初级英
语考试（Preliminary English Test，缩
略为 PET）；第三级，独立水平：第
一 英 语 证 书 考 试（FCE）（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第 四 级 ，流

利运用：高级英语证书考试（CAE）
（Certificate in Advanced English）；
第五级，熟练运用：熟练英语证书
考 试（CPE）（Certificate of Profi-
ciency in English）。

1996年，教育部考试中心和英国
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合作，引进英语
入 门 考 试（Key English Test，简 称

“KET”）和初级英语考试（Preliminary
English Test，简称“PET”）。1999年引
进第一英语证书考试（First Certifi-
cate in English）。

目前，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
会在全世界 135 个国家设有考点，每
年参加 MSE 考试的人数达三十多
万。

纵 深

教育部加大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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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剑桥英语五级证书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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