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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莞人”子女为何不再为读书“候鸟迁徙”？
“世界工厂”东莞：政府向民办学校购买学位，推进随迁子女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
本报记者詹奕嘉、黄浩苑、邓瑞璇

俱全”。一个装配了 360 度直播设备的大型
阶梯式报告厅是学校现在的“网红课室”。这
是在市镇两级政府对教育信息化工程及教
学设备等专项奖励扶持下刚建好的，已经为
学生们进行过公开课录制。
虽然在收费方面属于中低端水平，但宏
伟中学 2012 年起连续 9 年获评东莞市初中
教育质量奖，去年 190 多名非户籍学生中，
考上本地公立高中的有 110 多人，上线率接
近 60% 。

3 月开学季，跟随父亲来到广东东莞、成
为随迁子女一员的张怡清，开始了为参加异地
中考、升读本地高中的“最后冲刺”。
过去由于政策不明朗，
张怡清无数次担忧过
自己户籍不在东莞，会被送回老家上高中，
但政
策破冰后，
“我知道可以在这边高考时，
就决定在
这里一直读下去”
。
制造业发达的东莞被称为“世界工厂”
，
全市
800 多万常住人口中，非本地户籍占比超过 7
成。
截至 2020 年底，125.52 万在校生中，
非户籍
学生为 83.17 万人，
占比高达 66.26% 。
人口比例
大规模“倒挂”
，
曾经意味着“入学难升学更难”
。
给张怡清信心的是东莞 2020 年全年新
改扩建公办中小学 32 所，新增公办学位 3.7
万个。许多一度在城乡间“钟摆式”流动、
“候鸟
式”迁徙的孩子，如今可以跟张怡清一样，拥有
了“留城不返乡”的教育新选择。

供需尚未平衡：随迁子女教育
面临新考验

读书不再“候鸟迁徙”
：从流动走
向稳定的孩子们
小学三年级时从湖南转学到东莞的刘湘，
已经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将近十年。原本没有想
过要学艺术科目的她，因为老师的鼓励决定去
学音乐，并在东莞参加高考。
“毕竟是零基础，一开始很紧张很焦虑，但
老师们很用心教，帮我想高考的路怎么走，练
了一段时间后也有成果，现在是我最有自信的
时 候 。”在 东 莞 市 第 五 高 级 中 学 上 高 二 的 刘
湘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父母离家务工、子女
留守老家”的现象比较普遍，随父母进城的随
迁子女并不占多数。由于入学门槛和中高考政
策限制，许多随迁子女无法在流入地城市稳定
就读。
“往往上着上着课，就有一些孩子不来
了，不得不回老家上学。”一所主要招收随迁子
女的民办学校校长对记者说。
近年来随着国家和地方教育扩容提质政
策大力推进，像刘湘这样在流入地从小学上到
高中的随迁子女越来越多。记者在东莞多所公
办和民办中学采访发现，
“转学少”
“不流动”已
成为这些随迁子女就学的新现象。
东莞石龙第三中学校长杨森林介绍，除极
少部分因为家庭原因，或迫于升学学位压力转
回原籍就读或考试外，大部分非户籍学生，都
选择在学校完成初中学业。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校长杨志坚说，近期
三届学生中，只有三人因父母工作变动原因转
回家乡就读，多数随迁学生能立足东莞，许多
人表示读完大学后还想留莞工作。
民办学校的随迁子女转学数量也在下降。
张怡清就读的宏伟中学校长熊信告诉记者，往
年开学期，因家庭原因转学的学生在 170 到
250 人之间，但今年年初才走了 90 多人。
“只要入学和考试政策允许，家长多数都
想孩子能跟在身边上学。现在外地小孩可以考
本地初中、高中，相当于给家长和孩子们都吃
了定心丸。”宏伟中学语文教师吴霞说。
2020 年，共有 2.48 万名随迁子女在东莞
报名参加中考，其中约 2.26 万名随迁子女通
过了报考普通高中的资格认定。2019 年，随迁
子女在东莞市报名参加高考 5849 人，比上年

东莞市第五高级中学学生在校园中上美术课。
增加 1580 人，同比增长 37% 。数据背后是随
迁子女长期在莞接受教育的稳定性大幅度
提升。
东莞城市包容的气质也体现在这些学校
中。
“进了五中门就是五中人，既是五中人就是
东莞人。”杨志坚说，学校一直都平衡混合分班
和分宿舍，不做任何户籍区分。倡导对本地户
籍 学 生 和 非 户 籍 学 生 在 教 学 、管 理 上 一 视
同仁。
事实上，随迁子女会在生活上得到更多关
心和照顾。
为解决外来工子女的午休问题，石龙三中
上一学年投入 300 多万元，完成了学校食堂、
午休扩容建设工程，推行半封闭管理，为“新莞
人”家长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受疫情影响，石龙三中去年 4 月开始线上
授课。
“家庭困难的学生我们就寄去平板电脑，
网络不好的地方我们去协调电信部门，学校还
给所有在外地学生寄教材，最远的寄到了四川
凉山。”杨森林说。
疫情发生时，东莞五中的高三学生罗文
雯，刚好在湖北老家参加艺术考试，父母则留
在东莞工作。她一个人待在湖北，心理压力很
大。班主任几乎每晚都会用微信和她聊天，各
科任课老师还将网课期间的学习资料发给她，
确保她学习和高考“不掉队”。如今罗文雯已经
是湖北音乐学院的大一学生，东莞给了她开启
新生活的关怀和支持。

政策破冰之后：从希望“有书读”
到追求“读好书”
除了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 2008 年
和 2009 年，近十多年东莞每年新增人口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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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万。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许多人
来了，许多人留下，许多人出生。
有人粗略统计，
东莞每年新增随迁子女人
数，
与一些内地省份全县学生的总人数相当。
如何解决随迁子女入学的巨大压力，提
高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东莞的应对之
策是“降门槛”和“增投入”。
2009 年，东莞在广东率先实施积分入
学，达到一定分数的随迁子女可在东莞公办
学校接受义务教育，此后逐年降低申请条
件、精简积分项目、简化办理材料。去年的积
分入学方案，更是取消对家长的社保要求，
扩大了申请范围，让随迁子女拥有更多入读
公办学校或领取民办学位补贴的机会。
2017 年起，东莞开始以政府向民办学
校购买服务的方式，扩大随迁子女接受免费
义务教育的受惠面，4 年来共向随迁子女发
放 34.5 万人次的民办学位补贴，提供积分
入学学位和优惠政策学位超过 48 万个。
东莞市教育局四级调研员罗桂森算了
几笔“账”：
2017 至 2019 年，
东莞地市、
镇街两级财
政解决入读公办学校的随迁子女教育经费每
年高达 119.6 亿元，
投入 13.7 亿元给予民办学
校随迁子女公用经费和教科书补助减免；
2018 至 2020 年底，两级财政共向随
迁子女发放民办学位补贴 14.54 亿元；
2016 年起，在原每年 1.25 亿元民办教
育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新增安排 6.5 亿元作
为“十三五”期间民办教育专项资金，鼓励和
扶持民办学校发展……
“东莞等珠三角城市较为开放、宽松的
落户环境，推动了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至流入
地生活、就学，较为友好的入学政策更为流

动儿童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创造了条
件。”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教授韩嘉
玲说。
在随迁子女“有书读”问题得到逐步解
决的前提下，
“读好书”成为从孩子、家长到
学校的新追求。
除加大财政资金扶持之外，东莞创新方
式 提 质 民 办 教 育 ，致 力 于 随 迁 子 女“上 好
学”。
一是实施民办学校委托管理，以一对一
托管的方式，对受托管民办学校进行全方位
改造提升。
艺术特色教育水平突出的东莞五中，不
久前与石碣镇四海学校、沙田镇瑞风实验学
校建立了联系，帮这两所招收非莞籍学生为
主的民办学校，培养初中阶段艺术人才。
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东莞每年在民
办教育领域遴选培养 330 名骨干教师、70
名骨干校长，对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
全体专任教师，实施每人每年 60 个学时的
免费远程培训，并按从教年限和学历层次分
别给予相应津贴补助。
“这两年，宏伟中学的教师中，每年有近
50 人享受镇级 26 万多元的补贴，60 多人享
受市级超 30 万元的补贴。
”熊信说，
学校所在
的寮步镇政府，选聘特聘教师到民办学校工
作，
东莞市教育局还组织民办学校骨干校长和
骨干教师参加市级培训，
强化教师队伍质量。
三是提升教育信息化水平，持续开展和
推进“慕课”试点工作。东莞对加强教育信息
化基础建设的民办学校建设给予一定资金
扶助，同时向民办学校开放全市教学资源
库，帮其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面积不大的宏伟中学，可以说是“五脏

虽然近年东莞不断挖掘公办学位潜力解
决随迁子女入学，但义务教育随迁子女基数
大，
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人数占比仍然
偏低。
随着二孩政策全面实施、
入户政策放宽、
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东莞就学人数持续增
长，
公办教育资源紧缺，
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师资缺编是几乎所有受访对象“最头疼
的问题”。东莞多家公立、民办中学负责人坦
言，随迁子女数量增长意味着连年扩招，但
教师队伍缺编严重，超负荷运转下必然严重
影响教学质量。
东莞市教育局根据全省中小学校教职
员编制标准和东莞 2019 年学生人数测算，
目前公办中小学教师编制缺口已接近 5000
个，根据教育扩容千日攻坚行动新建扩建学
校的计划测算，2025 年这一缺口将扩大到
约 2.8 万个。
一些教育界人士建议，对随迁子女流入
地应适当增加教师编制，解决教师编制管理
与教育规模扩大不相适应问题，比如将人口
流出地的编制适当调剂给人口流入城市、保
障人口流入地城市有足够的教育资源、让流
入人口接受高素质教育公共服务。
与此同时，财政土地资源压力也在与日
俱增。目前东莞公办学校生均教育培养成本
（含基建）小学达 2.3 万元/生/学年、初中已
达 3.5 万元/生/学年，提高随迁子女在公办
学校就读比例将直面财政和土地方面的
压力。
东莞某镇一位干部说，
镇政府每年可支配
财政资金 30 亿元，
教育日常开支就要花 2 亿
多元，
去年光新建、
扩建学校又多花了将近 10
亿元，
长此以往，
靠地方财政根本无法兜底。
一些业内专家据此建议，适度提高对人
口流入地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经费的补助比
例，进一步加大中央和省两级的成本分担责
任，加大对地方政府解决随迁子女接受义务
教育问题的支持力度。
此外，民办学校教育质量仍有待进一步
提高。今年，
东莞正在实施推进民办学校规范
提质行动计划。东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未来将进一步调整优化民办学校的结构，扶
持义务教育民办学校提升教育质量，进一步
缩小民办与公办学校之间水平的差距。
“推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破除城乡
二元体制，虽很难一蹴而就，但势在必行。”
韩嘉玲说，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更多随
迁子女可以在流入地充分、平等地享有教育
公共服务，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
镇化。

逛商场抽中“一等奖”、珠宝一折带回家？都是套路
本报记者马丽娟

虚假有奖销售属欺诈

不少消费者在商场购物时，都曾收到过珠
宝店发放的免费礼品券，
领取毛巾、牙刷等小礼
品还能免费抽奖，
“恰巧”运气爆棚抽中大奖，掏
几百元就能买走“高档”玉石珠宝。殊不知，
这种
抽奖模式背后有可能是商家精心设计的骗局。

一箱全是
“一等奖”
近日，宁夏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区
分局接到网民举报称，一家珠宝店利用抽奖骗
消费者购买珠宝，
执法人员立即前往调查。
到达商场时，执法人员看到商场收银台工
作人员正在给前来结账的顾客发放免费礼品
券，顾客可凭礼品券到指定珠宝店柜台免费领
取口罩、棉签等小礼品，
还可以免费抽奖。
两名执法人员假装顾客领取礼品后，珠宝
店导购从柜台下拿出一个抽奖箱，一名执法人
员抽到一张“谢谢惠顾”，
导购将抽奖箱放回，又
拿出来让另一名执法人员抽，这次中了“一等
奖”。
导购激动地说：
“你们太幸运了，一等奖是
千分之一的概率。”接着开始推销道，买珠宝打
一折或者只需要 10% 的手工费，并展示了珠
宝玉石首饰鉴定证书，打包票说：
“绝对是正
品。”
察觉到猫腻后，执法人员随即亮明身份，
进
入柜台却发现两个抽奖箱，
一个全部是“谢谢惠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分局执法人员查处一家珠宝店虚假有奖销售。
顾”抽奖券，另一个全是“一等奖”抽奖券。
“导购
看人
‘下菜’
，顾客独身一人，就拿出
‘一等奖’抽
奖箱，多人则两个抽奖箱交替拿出，造成抽奖假
象。”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分局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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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东说。
同时，执法人员还在现场查获销售票据
9 张，销售金额 6000 余元，均是近几日通过
抽奖销售出去的订单。

事实上，这种利用“抽奖”
“刮奖”等促销
手段引诱消费者购买“高价值”商品的骗局，
过去几年在全国各地频频上演，
珠宝玉器店、
工艺礼品店是“重灾区”。
“这种中奖套路极具迷惑性。
”李庭东说，
玉石珠宝价格高昂，一般人们会理性购买，部
分经营者抓住人们的中奖心理，让消费者误
以为得了实惠，造成冲动消费。
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第
六条第六款规定，
以虚假的“有奖销售”
“还本
销售”
“体验销售”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服务，
属于欺骗和误导消费者购买，对消费者构成
欺诈，
属不正当竞争行为。
“正规的有奖销售，奖项设置数量要合
理，
而且要在商场公示所设奖的种类、兑奖条
件、奖金金额等。
”李庭东说，
目前执法人员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暂扣珠
宝 26 件，该案已立案，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处理。
宁夏嘉睿律师事务所律师伏宇昊告诉记
者，根据法律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
当向消费者“退一赔三”，即退款并按照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给予赔偿，同时因虚假有奖销售行为涉嫌
不正当竞争的，经营者还将可能受到行政主
管部门 5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处罚。

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 ？
玉石珠宝不同于一般商品，其定价区间
较大，
普通消费者难以辨别。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许多商家促销的玉石确实是真玉，只是品
级低，与售价不匹配，消费者很难以质量问题
要求退货，让部分商家钻了空子。再加上享受
“优惠”后一般只掏几百块，有些消费者怕麻
烦就不再追究，
只能吃哑巴亏。
宁夏市场监管厅投诉举报中心科长哈莹
华提醒消费者，遇到商家大金额补差价等行
为，最关键的是要提高警惕，
不要贪图便宜掉
入陷阱。
“购买后要保存好消费凭据，包括微
信支付等电子凭证，
怀疑商家有虚构价格、虚
假有奖销售等行为，可及时拨打 12315 热线
投诉举报，
相关部门会调查处理。
”
受访者还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加
大巡查力度，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按照规定将
惩罚信息记入经营者的信用档案，通过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及时向社会公布，形成
震慑作用。
“媒体也应该加强宣传，给消费者
打好心理预防针。
”李庭东说。
此外，梳理已发生的案件可以发现，
珠宝
店常常委托商场收银员等工作人员发礼品
券。
“有了商场的信誉加持，更容易误导消费
者。商场也应当提高经营者的准入门槛，
加强
对员工和经营者的培训和考核，积极履行商
场的监督管理职责。
”伏宇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