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學位緊張問題日益突出。

近日，深圳市螺嶺外國語實驗學校掛出一則學位申請補充告示，從2019

年開始，對申請學位的家庭住樓面積按30平方米、50平方米劃分後，對

購買年限和居住年限作出1年至6年的限制。公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該

校5日晚上撤回告示。學校所在的羅湖區教育局隨後發佈聲明致歉，並表

示將堅持就近入學，按照類別和積分錄取，所有符合入讀條件的孩子，都

會妥善安排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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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醫療騙案132人落網
涉案金額近1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公安部昨日對外通報，公安部組織指揮
浙江等地公安機關破獲特大海外醫療詐
騙案相關情況。
公安部刑偵局副局長陳士渠介紹，在多
地警方配合下，浙江公安機關日前成功打
掉一個以海外醫療名義實施詐騙的犯罪集
團，破獲案件2,000 餘宗，抓獲疑犯 132
名，扣押假藥 3,000 餘箱及一大批涉案
物品，涉案金額近 10 億元（人民幣，
下同）。

騙受害人患癌風險推銷假藥
公安部近日統一指揮部署，遼寧、江
蘇、廣東、黑龍江、吉林、北京、湖南、
重慶等地公安機關密切配合，浙江公安機
關成功破獲一宗特大海外醫療詐騙案。
自2014年起，大連思蘭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在全國範圍物色代理商，由代理商發
展下線美容院，再由美容院物色受害人，
進而實施海外醫療詐騙。該公司將「優質
客戶」鎖定在經濟條件優越、身體健康、

不懂英文，且非從事醫療、法律工作的人
員。隨後安排區域代理商和美容店將受害
人帶至美國、泰國等國免費豪華旅遊，通
過誘騙受害人參加境外醫院體檢、在當地
高級酒店舉辦醫療說明會等。進而僱傭假
醫生虛假解讀體檢報告，並謊稱受害人有
罹患高風險癌病趨向，向其推銷所謂的國
外先進抗癌藥品「癌盾」，以及調節荷爾
蒙、排毒等抗癌項目，通過收取高額費用
實施詐騙。
經有關部門檢測，該犯罪團夥出售給受

害人的所謂「癌盾」的主要成分為番茄紅
素和青花素。該公司通過國內生產，出口
美國後再進口，將「癌盾」灌裝入自行設
計的外包裝盒內，貼上美國原裝進口標
籤，分別以9.8萬元至39.8萬元的價格出
售給受害人配合治療，而實際價值僅為幾
百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中國警方昨日從柬埔寨將233名冒充
公檢法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疑犯押解回
國，涉及20多個省區市的2,000餘宗跨國
電信網絡詐騙案成功告破。據廣東省公

安廳消息，系列案涉及資金6,300多萬元
（人民幣，下同），不少個人和企業被
騙巨額資金，損失慘重。其中，一名來自
深圳的受害者，被騙金額超過800萬元。
據公安部消息，今年10月，公安部派

員率由廣東公安民警組成的工作組赴柬
埔寨開展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工作。
在中國駐柬大使館的支持和協調下，經
過1個多月的縝密偵查，查明了3個冒充
中國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實施電信網絡
詐騙的犯罪窩點位置，查清了犯罪團夥
架構和人員活動等情況，掌握了大量犯罪
事實和證據。11月26日，工作組聯合柬
警方開展統一收網行動，一舉搗毀位於
柬埔寨金邊、茶膠等地的3個詐騙窩點。

跨境電騙案告破 233疑犯被押回國

深圳螺嶺外國語
學校一則對「學位
房」面積加以區分

限制的告示，引起輿論嘩然。與此同
時，深圳名校深圳中學將撤離龍崗的消
息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日前，深圳福
田區多個小區學位遭劃轉，也引發不少
業主的抗議，深刻反映千萬家庭對優質
教育資源不足的普遍焦慮。

改革開放以來，深圳從小漁村發展成
為人口逾千萬的超大城市，急速發展背
後資源緊缺的問題日漸突出。尤其在教
育方面，學位供需持續擴大。隨着「二
孩」政策實施，以及深圳持續吸引人口
流入，學位供應壓力將越來越大。據教
育部門測算，預計到2020年，小一學位缺

口4.95萬個，初一學位缺口1.06萬個。

好學位成稀缺資源
學位少，好的學位更成稀缺資源。家

長高價購入小型「學位房」，只為讓子
女擠入重點學校得到更好的教育。對
「學位房」的限制，讓這些家庭承受經
濟和教育雙面損失。就近入學本是適齡
兒童應該公平享受的基本權利，卻在畸
形的供需關係下，演變成以經濟衡量，
有違教育公平。

近年，深圳通過城市更新等方法拓展
學校空間，並以集團化辦學均衡教育資
源、緩解學位壓力，但面對巨大的教育
資源缺口，深圳還需要大的智慧，更好
地解決問題。■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據悉，深圳市螺嶺外國語實驗學校為深
圳市重點小學。學校此前發佈的告示

中指，由於學校地段持續增加，學位已達
到極限，為優先保障學校地段內實際購樓
居住的戶籍適齡兒童就近入學權利，參照
兄弟省、市、區做法，結合學校實際情
況，從2019年4月30日開始，申請該校學
位的家庭，購買的住樓面積小於或等於30
平方米的，需購樓及實際居住滿6年以上，
且在深圳市內沒有其他更大面積的私樓。
住樓面積大於30平方米且小於或等於50平

方米的，需購樓及實際居住滿4年以上，且
未被鎖定（即在規定年限內未重複申請學
位）。住樓面積大於50平方米的，需購樓
及實際居住滿一年以上，且未被鎖定。

家長憂加劇「學位房」漲價
消息一出，引發社會熱議。不少家長認

為，義務教育法規定兒童有就近入學的權
利，並沒有對住樓面積作出具體的規定，
學校此舉有歧視之嫌。亦有家長擔憂會加
劇「學位房」的價格上漲，並導致其他區

學校跟進。據了解，該校所在學區對應樓
盤中，50平方米以下戶型的小區為數不少，
其中有小區還推出19平方米以下的戶型。
據媒體報道，內地其他城市也有對小戶

型學區房屋作出限制的先例，例如廣州對
30平方米以下住樓申請學位作出限制，30
平方米以下唯一住樓可申請學位，非唯一則
會面臨分流的風險，中山市個別鎮區則明確
說明50平方米以下房產不能申請學位。

拓展空間增加學位供給
消息引發持續討論後，羅湖區教育局昨

日發佈聲明致歉， 稱已要求學校撤下「告
示」，羅湖區嚴格落實深圳市義務教育招
生政策，堅持就近入學，按照類別和積分
錄取，所有符合入讀條件的孩子，都會妥
善安排學位。該教育局還表示，近幾年，
為了滿足轄區居民「有學上、上好學」的
需求，正在通過城市更新和上天入地工程
拓展空間，增加學位供給，並通過集團化
辦學不斷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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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學校深圳學校「「以房擇生以房擇生」」 撤回撤回
羅湖區教育局致歉羅湖區教育局致歉 將堅持就近入學按積分錄取將堅持就近入學按積分錄取

兼顧教育公平兼顧教育公平 還需更大智慧還需更大智慧

■■深圳市螺嶺外國語實驗學深圳市螺嶺外國語實驗學
校學生昨日放學時情況校學生昨日放學時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攝

■■疑犯昨日被押解疑犯昨日被押解
回國回國。。 警方供圖警方供圖

急急火火

兩岸合編語文教材在台正式發佈
平衡古典當代文學 更好弘揚中華文化

台2018年度漢字 反映選後民眾感受

台鬼祟試射飛彈

「你們覺得，周瑜是一個怎樣的男
子？」

「他會妒忌。他才華橫溢，足智多
謀。」
「那你們認為，為什麼史書《三國志》

中氣量非常大的英雄，在小說《三國演
義》中被『抹黑』得面目全非？」
兩節各50分鐘的課程，衷穎與隨後登台

講授《虬髯客傳》的達人女中王馨雲老
師，將《三國演義》的精彩篇章、唐傳
奇，搭配以名家闡釋，教與學的過程愉快
而流暢。體育館內，同學們踴躍發言提
問；主席台下，還有多位來自台北各所中
學的語文老師，饒有興致地參與這場比較
閱讀教學觀摩。

前兩冊投入台北高雄試用
5日起，伴隨着先後於桃園、台北、高
雄三所中學舉辦的兩岸合編教材現場教

學觀摩與教學研討會，兩岸團隊合編的
高中語文教材《國文》第四冊在台灣正
式發佈。這一合作項目中，第一、二冊
已經由台北、高雄多所中學選用、試
用。
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語文老師易

理玉昨日也來到達人女中觀摩。她在接受
採訪時介紹，台灣新課綱將要實施，文言
文推薦選文從40篇減至15篇；但中華文
化淵源深厚，很多語文老師為學生今後語
文能力感到焦慮，需要用其他方法去補充
學習。
易理玉認為，這套兩岸合編教材已經受

到歡迎，一方面是它保有不同視野，例如
現當代文學部分既有大陸舒婷《致橡
樹》，也有台灣詩人莫那能的詩作，兩岸
文學風味保持了平衡。另一方面，其中納
入的精選名篇保留住古典文化的美感，尤
其是，老師們好喜歡福建師範大學孫紹振

教授所作的「主編解讀」。

新闡述方式呈現傳統名篇
據介紹，兩岸語文教學有同也有異。其

中，大陸教材及教學相對更重視文本解
讀，台灣相對偏重運用孟子的「知人論
世」鑒賞作品，以資料豐富和教學設計見
長。
此次率大陸編寫團隊來台交流，福建師

範大學副校長鄭家建介紹，2014年開始編

寫的這套教材，結合了兩岸傳統語文教材
的特點，重視傳統名篇選文所佔比例，在
闡述方面則有新的思考，期待兩岸教師、
學者一起來弘揚中華文化，體會其深刻內
涵。
編寫過程中，合作團隊已在兩岸各地開

展了四場教學觀摩交流會。目前，雙方正
繼續編寫尚未完成的第五、六冊，也將向
海內外進行更多推廣、展示民族文化的獨
特魅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下午，台北市達人女子中學體育

館內，來自海峽對岸的福州四中桔園洲中學一級教師衷穎正在講授《孔

明借箭》，該課內容則出自福建師範大學與台灣中華文化教育學會合編

的《國文》第四冊。這套由兩岸合編的高中語文教材《國文》第四冊5

日起在台灣正式發佈。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2018 年度代表字票選結果昨日公佈，
「翻」字在53個候選字中，獲選為今年的
年度代表字，推薦者是台中地方法院的法
官張升星。

「年改」信任「翻」車
在總投票數57,548票中，「翻」字拿下

10,929票，領先第二名「醒」字3,000多
票。第1名到10名代表字依序為：翻、
醒、轉、鬥、變、假、悶、選、憂、淆。
無獨有偶，日前台灣2018年房市代表字票

選結果，「轉」字獲得最高票，與「翻」
字正好組成「翻轉」。
「翻」的推薦理由為：「『年改』推翻公
僕信賴，促轉推翻歷史記憶，黨產推翻法治
原則，霸權推翻多邊貿易，動盪推翻既有確
幸。奈何？」由於票選活動截止日在台灣
「九合一」選舉後，藍綠執政縣市數目翻
轉，「翻」也成為今年選舉最恰當的註腳。
《聯合報》總編輯蕭衡倩表示，選舉結
果對投票的人來說有不同的意義，翻過這
一頁如果是正向改變，可以是翻轉、翻
身，也可能是翻覆，端看我們怎麼樣面對

問題。
中國信託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馮寄台則

說，縣市長選舉選出翻天覆地的全新局
面，也希望台灣能就此翻出更蓬勃的競爭
力。
台灣2018代表字大選由中國信託文教基

金會與《聯合報》合辦，邀來各界名人專
家與素人推薦53個代表字，歷經24天，
由民眾投票選出。活動至今已邁入第11
年，2016年民進黨上任的首年，代表字為
「苦」，2017年為「茫」，每個字都刻畫
了當年的社會意向與民眾想法。

■台灣2018年度代表字票選結果昨日公
佈，「翻」字拔得頭籌。 網上圖片

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高雄
市長當選人韓國瑜就職不走傳統形式，準新
聞局長王淺秋昨日表示，市長的穿着將交由
實踐大學師生打理，就職未安排午宴，開放
擺攤，要營造熱鬧氛圍、創造觀光財，展現
深耕高雄、鼓勵創意的決心。
王淺秋當天在中國國民黨高雄市黨部召開

記者會說明市長就職細節，指出韓國瑜將在
25日上午9時就職，地點選在愛河畔，市長
就職後要簽署的第一份公文也安排在台上進
行，由參與民眾一起見證。
韓國瑜就職當天未安排午宴，將開放愛河

畔設攤，已規劃從24日讓攤商進駐，下午2
時到晚上10時可以營業，隔天上午8時營業
到中午12時，共開放120攤。
邀請出席就職典禮的企業界包括南僑化工

董事長陳飛龍、台泥集團董事長張安平等
人；另外也邀請高雄市歷屆市長，包括吳敦
義、謝長廷、陳菊；目前規劃邀請名單超過
千人。
據了解，因為韓國瑜就職典禮在12月25

日舉行，恰逢聖誕節，高雄市的酒店旅館在
聖誕節前後幾天房間已幾乎被訂滿。就職典
禮場地預計最多可容納1.4萬人，但目前主
動報名參加者已超過2萬人。觀光業者估
計，韓國瑜的就職典禮，連同食、宿、交通
等，保守估計可望為高雄帶來新台幣上億元
（約合港幣2,500萬元）觀光財。

韓國瑜就職禮求新
擬開放攤商進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東東海
岸三仙台風景區附近昨日清晨5時50分，一
枚飛彈從地面發射出去，轟隆巨響劃破天
空，不少晨運民眾都嚇了一跳。台媒報道，
有別於過去台防務部門飛彈試射方式，這次
不僅地點相當隱密，且管制嚴格，就連飛彈
發射種類也保密到家。
據《聯合新聞網》昨日報道，這枚「神秘

飛彈」從地面發射出去後，猶如照明彈，整
個過程不到30秒。而飛彈發射出去產生的
巨響，讓附近民眾一度誤以為發生爆炸。
另據悉，針對飛彈發射曝光，台灣防務部

門掌管的科研機構—中山科學研究院昨日
回應稱，本院依據防務部門戰略指導與軍
種作戰需求，進行例行性各項武器裝備研
製與測試，但由於此事涉防務武器研發機
密敏感事務，相關內容事項本院不予評論
及說明。

■兩岸合編的高中語文教材《國
文》第四冊5日起在台灣正式發
佈。圖為福州四中教師用該教材在
比較閱讀教學觀摩中授課。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