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读
2018年3月14日 星期三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向东 版面 / 立方 校对 / 闫鸿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19A

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节、中国国际青少
年儿童艺术节、ICAA 国际少儿书法大赛
……花几百元或者数千元，就能参加这些针
对青少年儿童举办的才艺比赛，甚至可以在
境外参加总决赛。

多年来，这类比赛层出不穷。记者调查
发现，多个冠以“中国”、“国际”等头衔的青
少年儿童才艺大赛，其主办方均为民政部曝
光的“离岸社团”“山寨社团”“涉嫌非法社会
组织”。

这类比赛有着相似的组织模式，并已形
成一条借举办青少年比赛敛财的产业链
——先由地方培训机构承办分赛区比赛，优
胜者再报名由大赛组委会举办的总决赛，赛
程结合游览观光行程，单人收费至少数千
元。

多名人士称，在分赛区、总决赛的比赛
中，只要花钱就能得奖。

此外，报名费由大赛组委会拿“大头”，
地方培训机构根据向大赛组委会推荐的参
赛者人数，可获得报名费的返点。

有教育专家表示，受“择校热”风气影
响，家长普遍存在焦虑心态，希望孩子多拿
比赛证书加重择校的砝码，这让“山寨比赛”
有了可乘之机。

青少年大赛
主办方为非法社会组织

3月9日，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节启动
2018 年暑期活动，总决赛将在北京、上海、
厦门、泰国和英国等地举办多场。

同一天，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公布第
四批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涉嫌非法社会组
织名单，涉及32家。其中包括“中国公益事
业联合会”、“中国爱心工程委员会”。

这两家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正是中国国
际青少年艺术节所宣称的主办单位。其宣
称的另一家主办单位“中国艺术教育家协
会”，也在2016年7月民政部曝光的第九批

“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名单中出现。
“几个主办方都是国家级的。”3月2日，

号称已举办十五届的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
艺术节组委会一名张姓主任称。他给记者
发来4个“国字号”的主办单位：中国管理科
学研究院素质教育研究所学校教育研究中
心、中国青少年儿童文化艺术教育发展中
心、中国青少年音乐舞蹈素质教育委员会、
中国民族文化书画院。

据查，除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素质教育
研究所对外联络部主任汪俊答复记者其下
属机构“学校教育研究中心”当前并未举办
任何全国性的比赛外，其余三家机构网上查
询也没有找到名称相符的官网或资讯。在
中国社会组织网上，也未找到相符的登记信
息。

ICAA国际少儿书法大赛的主办方——
国际少儿美术协会，已在2016年7月民政部
公布的“山寨社团”名单中。

国际青少年艺术大赛的主办方国际音
乐教育家协会，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上同样找
不到登记信息。

“代理”承办选拔赛
晋级方式随意定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由“离岸社团”“山
寨社团”“涉嫌非法社会组织”主办的青少年
才艺比赛，有着相似的组织模式。大多先由
地方培训机构承办分赛区比赛或选拔赛，每
年在暑期之前举行两场，优胜者才有资格报
名由大赛组委会举办的总决赛。

以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艺术节为例，其
比赛项目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朗诵、曲艺、
戏剧、主持人、模特、武术、书法、美术、摄影
等。“有艺术特长的3-25岁的青少年儿童均
可在自己所在省市报名参加分赛区的初选
复选。”其参加方法写道。

分赛区的组织方并非中国国际青少年
儿童艺术节组委会，而是由地方的文化机构
举办。该艺术节官网上的一份赛区名单显
示，全国共有21个分赛区，分赛区的承办者
为当地的教育咨询或文化传播公司。

在网上，能搜到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艺
术节组委会“招代理”的帖子，成为“代理”就
能组织分赛区的初赛和复赛。

某演艺资源交易网站一则发布于2018
年2月27日的招商广告称，中国国际青少年
儿童艺术节将于2018年8月，在北京、香港、
泰国等地举办多场才艺大赛，现公开招募分
赛区承办。

“全国各个城市、地区有艺术培训学校
资源和有大赛举办经验的人士；全国各类文
化公司、文化机构负责人，如有意承办分赛
区或推荐优秀选手参加比赛，看到这段文字
请联系我。相关合作细则电话QQ联系时
会详细商谈。”招商广告末尾留有张主任的
手机号、QQ号。

地方培训机构承办分赛区如何操作，张
主任说，“要把自己隐藏起来，不能给别人介
绍你们是（培训）学校，不然别人就不会参加
了”，培训机构要用某某地区分赛区组委会
的名义组织比赛。

“公司已经承办了十五届中国国际青少
年儿童艺术节，有着丰富的举办大赛经验。”
3月4日，广州品臻诚文化活动策划有限公
司负责人舒老师告诉记者，她的另一个身份
是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艺术节广东省分赛
区组委会主任。

舒老师称，他们公司负责组织举办分赛
区比赛，主办方只是在证书上盖章。

广东赛区的多个主办方，与此前记者查
证的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艺术节主办方重
合。

“如果没有才艺，可以选择配乐诗歌朗
诵，专门练一两个月，吐字清楚，选好配乐，
可以把瑕疵掩盖过去。”舒老师说，个别情况
可以特殊操作，只要多花一点钱就能晋级。

张主任也说，分赛区比赛一般情况下都
会是银奖，如果担心孩子无法获奖，可以与
报名时的老师“沟通一下”。

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节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曲老师也说，比赛的晋级方式由承办的
地方艺术培训机构随意决定，如果人数多，
可以定一、二等奖才能晋级，把晋级比例控
制在70%左右，要是刚开始报名人数少，可
以做成所有人都获奖，都能晋级总决赛。

“跟家长必须说比赛有严格的选拔程
序，家长才会相信比赛的含金量，比如要达
到多少分数才能晋级，但打分还不是自己
定？”曲老师说。

分赛区的承办者与当地的艺术教育培
训机构也存在合作。舒老师说，他们公司本
身不从事教育培训，但在广州、佛山等地有
多个合作的艺术培训机构，如果选手有培训
需求，她可以从中对接。

花钱报名
总决赛都能获奖

分赛区的优胜者想要参加总决赛，还需
要交纳数千元的报名费。从多个青少年才
艺大赛总决赛的行程来看，总决赛的时间安
排在寒假和暑假，总决赛也并非只有一场，
而是根据不同的城市设有多场。

除了国内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总决赛
举办地还会选择境外一些城市，赛程结合游
览观光行程，收费至少数千元。

“出国的话根据去的国家不同价格也不
同。去新加坡比赛选手6980元/人，家长陪
同是 6580 元/人。”广州品臻诚文化活动策
划有限公司负责人舒老师说，出国比赛的奖
项分为特金奖、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参
赛选手最差也有优秀奖。

张主任也说，“来参加总决赛的，人人都
有奖。”

为何总决赛要在不同的城市举办，张主
任说，选手晋级后可以自由选择不同城市的
总决赛。今年暑假，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青少
年儿童艺术节安排了北京、上海、曼谷、“新
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莫斯科、香港共6
场总决赛。不同城市的总决赛之间，除了游
玩行程和收费不同，比赛内容和获奖证书都
一样。

张主任发给记者的一份行程和收费资
料显示，今年暑期举行的艺术节上海全国总
决赛共 4 天 3 晚的行程，参赛选手的收费
3380元/人，陪同人员收费2980元/人，均不
含往返上海的路费。

如果是一家三口前往参加上海总决赛，
3人的费用为9340元（不含路费）。

所谓“4天3夜”的行程也只有两天有活
动安排。第1天和第4天，全天为接站和送
站。第2天和第3天分别是全天比赛活动和
游览迪士尼乐园。

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节上海总决赛的
行程和收费也差不多。行程同样为4天3晚，
参赛选手报名费为3480元/人，陪同人员费
用为2780元/人，均不含往返上海的路费。

培训机构
推荐参赛选手可获返点

从分赛区到总决赛的报名费，最终被大
赛组委会和分赛区的承办方等瓜分。其中，
分赛区的报名费归承办方，总决赛的报名费
由组委会拿“大头”，承办方推荐选手参加总
决赛可按比例拿返点。

张主任揭秘了承办方如何通过组织比
赛赚钱，“等我们达成合作后，你就以第十五
届中国国际青少年儿童艺术节（分赛区选拔
赛）的名义组织比赛。请当地新闻媒体给你
宣传报道，扩大影响力。”

初赛的报名费不多收，每个人 120 元，
其中50元返给组织报名的老师。“这就是海
选，收很少的钱，把量做起来。”张主任说，
一般分赛区初赛能有 1000 人报名，广东一
个分赛区的初赛甚至有5000人报名。

“复赛就多收一点，可以收 360 元报名
费。”张主任说，加上一些当地文化元素，哪
怕弄几个名人故居参观一下，作一个讲座，
有内容才能提高收费。

他介绍，山东曲阜分赛区复赛报名费是
500 元，融入了国学元素，比赛之外还有参
观孔庙、听国学讲座等行程。

重头戏是最后的总决赛。张主任给记
者发来一段代理返点细则显示——总决赛
每推荐一名选手返点1000元，推荐15名选
手每名返 1100 元，推荐 30 名选手每名返
1200 元以此类推，最高 1600 元。陪同人员

30 人以下每人返 400 元，30 人（含 30）以上
每人返500元。

以今年暑假的北京总决赛为例，选手
报名费为2980元/人（不含往返车票），按最
高返点计算，其中1600元进入了代理的口
袋。陪同费用为 1980 元/人（不含往返车
票），按最高返点计算，其中500元归代理所
有。也就是说，代理从一名选手和一名陪
同家长身上就能赚取2100元。

国际青少年艺术大赛组委会的吴老师
告诉记者，他们去年总决赛在新加坡，费用
每人6000元左右，不含往返机票。地方培
训机构向大赛组委会推荐选手，同样能够
得到返点，推荐一名选手返点500元，加一
名陪同家长再多300元，如果推荐人数多，
还可以增加返点金额。

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节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曲老师表示，省赛由地方艺术培训机
构承办，并向总决赛输送参赛选手，这是一
门双方都能赚钱的好生意。省赛报名费
380元起，沿海富裕省份可以收580元，且分
赛区每输送一名选手参加总决赛，可以至
少得到1000元的返点。

“返点”只限于分赛区向总决赛输送选
手才能获得，在实际操作中，也有大赛组委
会对外宣称可直接报名总决赛，从而避免将
报名费分给地方培训机构。

中国国际青少年艺术节组委会负责报
名的郭老师说，参赛选手一般需要通过地区
初赛、复赛，获奖晋级才能参加总决赛。但
通过她的关系，只要发送选手的才艺视频小
样，就可以直接进入决赛，省去初赛复赛的
费用。

民政部门
打击“涉嫌非法社会组织”

尽管这类大赛从主办方身份到参赛流
程都问题多多，仍有一些家长对此类大赛趋
之若鹜。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山寨社团、山寨比赛长期存在，且受到部
分家长的热捧，一方面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监
管不严有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家长对孩子
教育的焦虑心态 ，

熊丙奇说，受目前社会上的“择校热”风
气影响，家长普遍希望孩子多拿比赛证书加
重择校的砝码，这让山寨比赛有了可乘之
机。虽然现在很多学校不看证书，但是家长
的心态是“有证书比没有好”。

一些家长让孩子学习才艺，就是为了得
到证书。

有的学生家长明知道非法社会组织开
展的各种竞赛活动没有实际效果，但为了给
孩子增加入学优先录取的竞争力，仍愿意花
重金买各种证书奖状。

今年3月，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公开曝光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是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取缔非法社会组织有
严格的法律规定，民政部门必须掌握足够的
线索和证据，严格依法办事。目前民政部对
这些组织所掌握的事实和证据还很有限，不
足以达到“取缔”的标准，需要发动全社会的
力量共同参与，也便于社会上的知情人、受
害者投诉举报。在社会各界提供“非法社会
组织”的活动线索和证据后，民政部门的查
处取缔工作会大力开展。

【名词解释】
非法社会组织
是指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组

织名义开展活动，以及被撤销登记后继续以
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也包括筹备期间
开展筹备以外活动的社会组织。

“离岸社团”
主要是指内地居民在境外登记条件较

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依规注册、却在中国境
内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

“山寨社团”
是指“离岸社团”中与内地合法登记的

社会组织名称完全相同或极其相似的组织。
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查处职责属于各

级民政部门；对“离岸社团”“山寨社团”监管
职责属于公安部门。

据《新京报》

“山寨社团”办少儿艺术节敛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