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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校在幼儿园里办起高考复读班的“奥秘”
江苏淮安一民办重点高中违规开办复读班近十年调查

本报记者陈席元

晚上十点，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一小区内，一
栋三层幼儿园建筑灯火通明，狭窄的校门外，家长
们有的抱臂聊天，有的拎着刚买的炸串，等候备战
明年高考的子女放学。周围的商户和居民对此早
已见怪不怪，“办了近十年了。”

随着高校招生录取进入尾声，一些对分数或
录取结果不满意的考生走上了复读这条路。通常，
复读可以去专门的培训机构或学校，但近日有家
长向记者反映，淮安一所知名民办初中竟发布了
一则高考复读补习班的招生简章，不仅教学地点
就在上述小区幼儿园内，部分授课教师还有公办
身份。

初中怎么办起了高考复读班？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进行了调查。

初中学校办起了高考复读班

这则《淮中教育集团文通高考补习班招生简
章》发布在微信公众号“新淮中”上，账号主体认证
是“江苏省淮安中学”。记者搜索发现，该校官网上
也有同题文章，内容一致，落款均为“淮中教育集
团文通中学”，日期是今年 7 月 27 日。

补习班按照高考成绩划分不同档次来收费，
以江苏文科考生为例，284 分至 293 分的考生培
养费为 5000 元，274 分至 283 分的培养费为
8000 元，学杂费参照应届生收取。简章中说，低于
二本线 30 分的考生可以先登记，补习班名额不满
再递补。

“淮中教育集团”全名“江苏省淮安中学教育
集团”。学校官网资料显示，集团成立于 2003 年 7
月，现下辖江苏省淮安中学和淮安市文通中学，分
别为高中和初中。

文通中学是一所初中，怎么办起了高考复读
班？教学质量靠谱吗？记者以落榜考生家长的名义
拨打了简章上“陈老师”的咨询电话。

“陈老师”直言不讳地说，补习班“是淮安中学
办的，以文通中学名义，老师也是淮安中学的老
师，有编制的，都办 10 年了。”“吃饭在淮中，睡觉
在淮中，学是在专门的补习班那边。”

听记者半信半疑，“陈老师”再次强调：“我们
办 10 年了，你来看看就知道了。”他让记者“带准
考证、口令卡，先到 2 楼校办打分数条，然后到 6
楼招办来办手续。”最后还提醒记者别跑错地方，
要去的是淮安中学而不是文通中学，如果住校的
话，每学期再交 500 元。

浏览淮安中学官网可以发现，该校高一、高二
都分为 1 部和 2 部，而高三除了这两个部，还多出
来一个“ 3 部”。记者继续在官网搜索，发现 2018
年 6 月一篇题为《理想的方舟 圆梦的所在——
记淮安中学教育集团文通高考补习班》的总结性
文章，开头第一句就点出“文通高考补习班即‘淮
安中学高三 3 部’”。

记者向淮安区教育体育局（以下简称“教体
局”）电话求证，工作人员也表示：“文通中学是初
中部，淮安中学是高中部，它们虽然是一个集团，
但初中怎么能办高中的补习班呢？”

其实，“淮中教育集团文通高考补习班”就是
身为高中的江苏省淮安中学所办，复读生单独编
班组成“ 3 部”，与应届生的 1 部、2 部并列，接受
淮安中学统一管理。“3 部”除了对外名义上由文
通中学举办，实质上与文通中学并无关联。

藏身小区幼儿园的“高三 3 部”

上述淮安区教体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补习
班起初在淮安中学校园里，“但后来教室不够用，
它就租赁了丽正花苑里面的幼儿园，每年都在
办。”

教师节前夕，记者来到淮安市淮安区淮城街
道下关社区丽正花苑实地暗访。小区北门一商户

对记者说：“补习班开了好多年了，我印象中不低
于七八年。学生早上六点半之前就来了，晚上 10：
20 结束。”

“小区是教师公寓，里面都是淮中的老师，（小
区和补习班）是一家的。”商户说，“学校那边是 1
部和 2 部，这边是 3 部。”

教体局工作人员和商户的说法可以与“文通
高考补习班”历年招生简章相对应，如 2017 年的
简章称，补习班在“杜康桥路丽正花苑内幼儿园”；
2018 年、2019 年的表述则是“淮中教师公寓院内
幼儿园”。

这座幼儿园建筑很好找，晚上 10 点多，漆黑
静谧的小区里，只有一栋独立于其他居民楼的三
层小楼灯火通明，十分显眼，此时已有不少家长陆
续到门口等孩子放学。

丽正花苑在淮安中学的东南方向，距学校南
大门不到 500 米，“丽正”之名取自清末当地的丽
正书院，该书院创办了淮安府中学堂，被认为是淮
安中学的前身。

也许是弥补没能升学的遗憾，也许是化失落
为动力的自勉，一些补习班学生和家长用“东南
大学”指代这座小楼，问记者：“你也是‘东南’的
吗？”

小楼有东西 2 个门，东门是主要出入口，2 米
多宽，用铁栅栏完全封闭，平时用 U 型锁锁住，两
边墙上有一副对联：“走进去勤学苦×磨意志，出门
来金榜题名展宏图。”午饭时间，会有家长来送饭，
有些学生也会来“看望”复读的同学，隔着铁栅栏
说说话。

西门虽然宽得多，还是玻璃门，但通常也是锁
起来的，到了饭点，学校派来的餐车会停在西门，
工作人员只开边门，把盒饭送进去。

整体来看，这栋建筑确实如周边居民、商户所

说实行封闭式管理，但 2 个门都是常态化关闭的，
存在一定的消防隐患。

晚上 10：20，随着放学铃声响起，东门铁栅
栏前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学生，也越来越喧闹，大
家都在等开锁的人，门一开，就像装满水的气球
被扎破，学生们蜂拥而出，约 2 分半钟就走干
净了。

记者以找老同学为名进入楼内，里面是一个
“回字形”，中间是天井，食堂在 1 楼，班级在 2 楼
和 3 楼，教室里贴了不少励志标语，如“争一分多
一分，一分超过几千人”“突破难点上一本，大学高
出人一等”“选修如果不匹配，所有努力都白费”
等等。

小黑板上写着“勤奋是最好的捷径 273”，
“273”是指距离 2021 年高考还有 273 天，黑板下
面还写了一句通知“团员关系转入淮安中学 2018
级 1 班团支部”。

学生们的课桌上散落着部分教案，其中一张
的页眉上印有“2021 届高三 3 部生物作业纸”字
样，在 3 楼的老师办公室，记者偶遇了一名鬓角见
白的男老师，便匆匆下楼欲离开，没想到铁栅栏门
已经锁上，天井中还剩几名学生也出不去，便同他
们一起等巡查的老师开门。

记者一路同放学的补习班学生攀谈，顺利进
入淮安中学宿舍区。几名住校的男生说，目前补习
班有 5 个班，近 300 名学生，他们早上 5：40 起
床，每周日中午放学后可以休息 3 小时，每 4 周会
有一次双休。

重点高中办复读班有碍教育公平

既然本身就是民办高中，淮安中学多年来何
必坚持使用文通中学的名义，如此“曲折”令人费

解。当地教育系统资深人士介绍，根据国家和
江苏省有关要求，这个班淮安中学“不方
便”办。

今年 7 月 21 日，安徽省六安市毛坦厂中
学的一则声明曾引发公众对复读政策的关注。
声明中说，学校是公办省级示范高中，严格遵
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公办高中不得举
办高考补习班”的要求，从未成立“毛坦厂中学
高考补习中心”“毛坦厂高考复读学校”之类的
高考补习机构，长期深受认可的“高考补习中
心”实际上是与该校毗邻的“六安金安高级中
学”所办。

同日，六安金安高级中学也声明，称学校是
依托毛坦厂中学优质教育资源，于 2006 年由六
安汇文中学、部分民间资本共同创办的“公参
民”性质独立民办学校，主要从事高中学历教育
和非学历高考补习教育。

记者搜索相关复读政策了解到，近 30 年
来，教育部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多次明确，公办
普通高中不得举办高考复读班，部分地方要求
更为严格，不仅公办高中不能办，带有“示范”等
头衔的重点中学都不能办。如今年 4 月，四川省
教育厅通知要求，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不得举
办复读班。

而据淮安中学官网介绍，该校 1979 年就被
确定为江苏省首批重点中学，2002 年 4 月被江
苏省教育厅确认为国家级示范性高中，2003 年
改制为“民办公助”性质，2004 年 2 月转评为江
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

据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发布的《江苏省四星
级普通高中评估标准及评价细则（ 2020 年
版）》，其中第 11 项的负面评价指标中要求，学
校“违规招生或严重违反普通高中学籍管理规

定，或举办高考补习班，或招收插班复读生、借
读生”，将被评为“不达标”的 C 级。

江苏省教育厅相关人士也明确答复记者，
不论公办民办，本省的四星级高中都不可以办
复读班。

为什么不允许公办高中或重点中学办复读
班？站在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再给发挥失常的考
生一次机会，难道不好吗？

相关话题其实早有讨论。2007 年，《四川省
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招生行为的若干规定》就
指出，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重复教育和资源浪
费，使有限的资源为更多应届初中毕业生提供
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同年，江苏教育部门也曾在公开报道中表
示：“普通高中教育资源有限，高中招收复读
生、举办高考补习班，势必影响适龄学生的入
学，进而影响整个高中阶段教育事业的健康发
展。”

这篇报道介绍，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一些
普通高中和社会团体，占用学校场地、设备，召
集现任中学教师大办高考补习班，个别地方补
习班学员数甚至超过了应届高中毕业生数；
2002 年前后，随着不少高中搬迁重建后招生
能力增强，部分高中又走上招收复读生的
老路。

为应对这 2 次“复读班热”，1991 年底，
江苏省出台文件，要求在普通高中校内举办
的补习班一律解散，在校外补习班兼课的教
师一律撤回，所有插班的复读生一律清退；
2002 年 9 月，江苏省教育厅针对复读班回潮
现象再次发出整治通知，并提出对违规学校
进行惩罚。

据江苏本地媒体 2002 年底的一则报道，当
时江苏省教育厅随机检查了 14 个县（市）的 26
所普通高中，通报批评了违规办班的 9 所学校，
主要在苏北地区，其中多的办了 12 个补习班，
有 1200 多人。

苏北一名教师告诉记者，高中开办补习班，
一来可以营利创收，二来复读生已经有了高考
经验，相比应届生更容易取得好成绩，有利于提
升学校知名度，吸引更多的复读生，因此学校和
老师也都愿意把精力用在复读生身上，但这样
做对应届生不公平。

无资质存隐患，涉及多项违规

文通高考补习班创办于 2011 年，但 10 年
来仍未获得办学资质，且长期占用小区配套幼
儿园，部分授课教师竟还有公办身份，举办方淮
安中学可能涉及多项违规。

——办了 10 年仍无完备资质。记者查到了
淮安区教体局 2019 年发布的 3 批共 81 家校外
培训机构“白名单”，其中并没有“文通高考补习
班”或者地址位于丽正花苑的培训机构。

对于记者的求证，淮安区教体局分管工作
人员表示：“资质问题我们正在督促它办。”并
强调“淮安中学是一个民办中学，学校是正规
的。”

根据该区教体局 2018 年 7 月公布的民办
学校资质信息，江苏省淮安中学是一所市管普
通高中，确有办学许可证编号。

但江苏省教育厅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即便
一所民办中学具备正规资质，也不意味着它开
设补习班就无须另行申办资质，“高中是学历教
育，补习班是非学历教育，这是两码事。”

2018 年初，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开展校
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安全隐患和办学
资质是排在最前面的治理任务。藏身幼儿园
的补习班西门常态化关闭，夜间还被私家车堵
住，学生放学挤在狭窄的东门栅栏里出不去，
需要有人开锁才能离开，存在一定的安全风
险。 （下转 7 版）

▲ 9 月 7 日晚，很多家长在一小区幼儿园门口，等着接高考复读的子女放学。 本报记者陈席元摄

本报记者陈席元

记者梳理发现，2003 年改制为民办后，淮安
中学教育集团曾多次被媒体曝光—— 2014 年，文
通中学和淮安中学有 9 名教师因没有将子女留在
集团内就读而被辞退；2018 年，淮安中学部分教
师聚集在校内翔宇广场，反映交通补贴、养老保
险、职称评聘等问题。

对于淮安中学办了 10 年的高考补习班，当地
教育界人士感慨：“2019 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
区教体局换了 3 名分管民办教育的主任，管得了
校外培训机构，就是管不了淮安中学的补习班。”

记者了解到，近 20 年来，淮安区以“民办公
助”发展起来的民办学校逐渐掌握了优质教育资
源，尤其是在初、高中阶段，对公办学校形成了师
资和生源上的双重优势，中考、高考升学成绩差距
显著，群众反映突出。

以淮安中学为例，记者独家获得的资料显示，
即便在 2003 年改制后，仍有相当多的公办教师
“交流”进入淮安中学，有些任教已十余年之久。优
质公办师资长期任教于民办学校，加剧了当地公、
民办教育失衡。

“淮安区教育的这层纸，迟早会有人捅破，即
使我不说，也会有别人说。”淮安区一名有 30 多年
教龄的老师反映，在“公弱民强”的基础教育生态
下，老百姓尤其是农民负担沉重，但为了孩子，没
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记者搜索了淮安区部分民办初中 2019 年招
生简章，每学期收费在 6700 元至 8400 元不等。去
年全区小学毕业生近 8000 人，4 所民办初中的招
生计划就达 3860 人，占总数的 48% 。

“为什么收费这么高，老百姓苦不堪言，还争
着去上？第一，有些民校改制前就是名校；第二，它
们这么多年成绩好。”淮安区一公办学校校长告诉
记者，以今年中考为例，总分 760 分，淮安外国语
学校共 800 多人参加考试，结果考 700 分以上的
有 700 多人，700 分以下只有近百人，“要知道，我
们很多公办初中考 700 分以上的只有几个人。”

如此悬殊的成绩差距，令不少农村家庭放着
家门口的公办初中不上，咬牙也要把孩子送到城
里的民办学校去，父母一方外出打工或留守务农，
一方进城陪读，通常高中才有的陪读现象向低龄、
低学段发展，从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陪
读。夫妻年纪尚轻就长期分居，易诱发更多社会问

题，部分陪读家长沉溺于打麻将等消极颓废娱乐，
不但没有对孩子起监管作用，反而有负面影响。

“政府搞教育现代化，让不少公办初中的教室
换上了‘无粉笔黑板’，可还有多少学生来这里上
学呢？”另一名公办中学校长对记者说，政府近几
年对公办中小学的持续投入，面临“吃力不讨好”

的尴尬，乡镇教师感叹“快办不下去了”。
全区 20 多所公办初中，近 10 所全校学生仅百

余人，个别小学 6 个年级加起来才 32 名学生，由于
学生过少，白马湖农场初中和林集中学被撤并。

如果想在淮安区上高中，选择公办的余地更
小。规模最大、高考成绩最好的淮安中学今年招生
2430 人，几乎是第二名公办楚州中学的 2 倍。2
所民办高中招生 3220 人，占全区 5 所高中招生计
划总数的 53% 。

晚上 10 点多，在淮安中学门口，趁家长等孩
子放学的空闲，记者同他们聊了家庭收入怎么样、
孩子教育上的开销多少等话题，“3 年 10 万起”是
大家频频提到的关键词。

淮安区山阳街道一名农村进城陪读的奶奶更
是哽咽道：“儿子在外不顾家，就我们老两口带孙
子。老头子种 100 多亩地，累死累活一年挣 7 万，

我在附近厂里打工，一年攒 3 万，除了学费，学
校 8 月初提前上课是要收补课费的，打印试卷
等等也是要钱的，一年起码要 5 万，我们真的是
靠省吃俭用扛下来的！”

与初、高中的沉重负担相比，还有多名家长
提到小学负担较轻。据记者了解，淮安区小学阶
段有多所公办名校，但只有 1 所民办学校，也就
是曙光双语学校的小学部。

淮安区地处苏北腹地，人口上百万，是江苏
“十三五”时期 12 个重点帮扶区县之一，和苏南等
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并不高。

运用“控制变量”的思路，我们不妨放大视
野，看看苏北其他地方，尤其是人口、经济总量
等方面与淮安区大体相当的区县，它们的基础
教育情况如何，是否存在“公弱民强”的特殊
生态。

例如邻市某县，人口也超百万，每年小学毕
业生比淮安区还多，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发展，虽
也有陪读现象，但民办初中的招生人数仅占全
区小升初的 5% 左右，本地最好的初中、高中也
都是公办。

淮安区教育界人士建议，为确保义务教育

的公益属性，切实减轻老百姓的教育负担，物
价、审计等部门应重新核算民办学校办学成本，
合理定价，加强财务监管；从生源着手，治理民
办学校“巨无霸”问题，限制其招生规模，严查义
务教育招生变相“掐尖”，尤其是落实“公民同
招”和电脑摇号的情况；加强教师队伍监管，解
决公办教师长期在民办学校任教问题，促进优
质资源回归公办。

“淮安区何尝不想把民办教育收回公办，但
道路很艰难，因为这已经不简单是教育部门的
事情了。”一名教育系统内部人士坦言，“也许区
委书记、区长都心有余而力不足。”

民办转公办并非没有先例可循，在淮安区
南边的扬州市宝应县，和淮安中学同为四星级
高中的江苏省宝应中学 2001 年转制，加入翔宇
教育集团，但后来回归公办，宝应实验初中和宝
应实验小学也是如此。

好消息是，据微信公众号“淮安区发布”9 月
9 日报道，在建的公办楚州中学新校区一期工程
将有 30 轨 90 个高中班，可容纳学生 4500 人，计
划 2021 年 7 月投入使用，以后淮安区居民可以
有更多机会上公办高中了。 编辑刘婧宇

违规办班近十年，没人管还是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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