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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拆了洋房建“握手楼”

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深圳渔民村的发迹和沉寂

总顾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李铁

编年史第一部 探路城镇化(1984-1992)

样本关键词：

城市化之路迂回曲折型

面积仅两万多平米的深圳渔民村，因中国第一“万元户村”和邓小平视察成名。但这个名村的城市化路径并未一帆风顺。

从最早水草寮棚捕鱼捞虾度日的小渔村，到上世纪80年代初吸引港商推进工业化；从经历农村城市化股份制改造，到拆了洋房建“握手

楼”沦为“城中村”，渔民村的城市化之路迂回曲折，甚至彷徨反复。

33栋洋房

1970年代末政策稍有松动，不甘贫穷的渔民村人立即开始搞起“副业”。1979年，渔民村已经有酒楼、珠宝加工等几家香港工厂在渔民

村投产。厂房租金都流入了村民口袋，成为渔民村人的第一桶金。

渔民村的集体收入，在1981年就达到了60多万元。当时全村35户人家，160口人，人均收入2571元，每户平均10588元，一举成为全国率

先实现的第一“万元户村”，并建起了33栋小洋楼。

渔民村“村史”记载，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水上人家。20世纪上半叶，这些被称为“水流柴”的东莞人在路过罗湖桥时，

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决定顺东江漂来，居此打渔。上世纪50年代，在政府的鼓励和帮扶下，渔民们上岸搭草棚、辟鱼塘，但生

活依然非常清苦。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个仅挨着香港的小村，成为了“大逃港”的主要通道之一。本村人也在偷渡。宝安档案馆资料显示，最严重外逃

时间是1957-1958年，渔民村有31人在这一年逃到香港，占当时村里总人口的约1/3。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在香港的亲戚。

到 1970 年代末政策稍有松动，不甘贫穷的渔民村人立即开始搞起“副业”。老村长邓志标是带领村民见证第一个“春天”的人，早在



1979年，渔民村已经有酒楼、珠宝加工等几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厂房租金都流入了村民口袋，成为渔民村人的第一桶金。

随后，渔民们又买了两条货船，开始跑运输，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到深圳卖。有了启动资金后，又搞起了车队。而当时运输

车辆奇缺，脑瓜子灵活的渔民便跑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转卖。

1980年8月26日，中国宣布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似乎一夜之间，此前捞虾捕鱼的村民们纷纷放下了渔具，开起了货车，运起了钢

筋水泥。

现任渔丰股份公司董事长的吴惠权记得，1984年深圳“三天一层楼”建国贸大厦时，他担任渔民村运输队长。带着8个年轻人，号称

“八大金刚”，从深圳河中开挖淡水沙，运输到工地上。当年金刚之一的吴耀辉如今也是村里的村官，他说：“运输车白天不能上路，我

们就倒过来，夜里干活白天睡。”

1984年1月25日是老村长邓志标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当天上午，渔民村接到通知：中央重要领导要来视察渔民村。至于“重要领

导”是谁，大家都不知道。

邓志标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一件双面机恤棉衣，惟一的皮鞋也擦得锃亮。车队过来后，村民们惊喜地发现，小平同志第一个走

下车，面带笑容朝人群走来。

在村里，老人家先到了老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家中做客。

吴柏森指着渔民村的一排排共33栋新楼房和自家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组合音响等家用电器，向邓小平汇报，村里的小洋房是渔民

村人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花费70万元统一兴建的，每户四房两厅，面积130平方米。

此时，全村人均年收入5970元，户均收入3.3万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怕听力不太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

资还高呢！”邓小平听了，很高兴：“好，就是要共同富裕！”

看完渔民村的房子后，邓小平嘀咕说，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陪同参观的深圳官员赶紧插话说，在他老人家

的理论指导下，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能有50年时间就可以了。

邓小平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不用100年至少还要再奋斗70年吧。”

工业大厦

村民身份的变迁随着工业大厦的兴建而来，1983年，渔民村建工业大楼实行集资入股，以每户2万元为标准，诞生了改革开放后最初

形式的集体股份制公司。与香港人合办工厂，成了渔民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村民既是股东也可以参加劳动领工资，收入越来越高。



渔民村村民吴耀辉回忆，1984年邓小平来了以后，报纸广播纷纷报道了渔民村的情况，来这里参观的代表团络绎不绝。改革开放第一

个“万元户村”从此声名大噪。这一年，渔民村集体年收入首次超过百万。

一时间，渔民村成了全国劳动致富的典范，邓小平的到来也让这里的人进一步放开了手脚。邓志标说，小平同志来渔民村，所以渔民

村的知名度比较好，香港的人要来投资要来搞来料加工厂，指定要来渔民村。

当时深圳特区外商投资中港资占到70%以上，使深圳城市化快速发展，渔民村能养鱼的水面越来越少，货运生意竞争也很大，香港人

的需求无疑成了渔民村向工业转型的一个重要契机。

邓志标组织村民盖了一栋工业大厦，给外商提供厂房，介绍劳务，办理在内地办厂的一切事务，以投资方的形式先后吸引7个香港人

来村里合办小型加工厂。

老村长如数家珍地回忆：其中有一个搞表带，有一个搞手袋，有一个搞服装……

刘起棠是最早一批与渔民村合办工厂的香港人。如今他还在做服装生意，他们用罗布红麻纤维制作的新款服装，一件短袖卖到2380元，

且是铁价不让。刘起棠说，当年来渔民村合办服装加工厂，看重的是这里离香港近，进购辅料方便，还有充足的劳动力。

村民变股东的故事也随之而来，在1983年，渔民村准备建工业大楼时，就实行了集资入股。以每户2万元为标准，诞生了中国最初形

式的集体股份制公司。

1985年3月25日，渔民村集体企业公司正式成立，渔民村开始向城市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大阔步迈进。在这段时间里，村里上马的项目

琳琅满目，如表带厂、手袋厂、服装厂、花木场、沙砖厂、宝石厂、塑料厂、胶钉厂、家具厂、卫生巾厂等。

“效益我们是分享的，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水涨船高，股份公司的效益也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个股东的收入。”现任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黄

兴炎说。

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最终这些企业没能坚持下来。

尽管如此，渔民村村民的收入依然年年有增长。邓志标说，那个时候就不是“万元户”是“万元人”了，村民的收入远远超越了政府

机关、国企的一般人员。

城市居民

随着深圳推进“农转非”，渔民村人也同步一夜之间成了城市居民。同年11月28日，渔民村改制成“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之一，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



1989年，渔民村第一个大学生吴颂球毕业，他坚决放弃了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作为村里引进的人才回村工作。回来以后就被安排到

工厂做厂长，工作主要是协作外商办理一些与政府有关系的工作，帮助他们方便他们投资。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再次乘专列抵达深圳，第二次南巡。已经88岁的邓小平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急着要看一看深圳有什么

变化。这次，他没有故地重访渔民村。

但是，小平在深期间说了句话，坚持100年不动摇。吴颂球对这句话印象最深，“100年不动摇，我们就绝对不怕了。”

在1992年这一年，深圳迎来大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这一年，深圳搞了第一次“农转非”。即把特区范围内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和南山

区的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和沙河华侨农场的4.5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行政村转成了居委会。

深圳特区从此 没 有 了农村，也没有了农民。

事实上，在那时候，以渔民村村民为代表的原住农民比城里人日子过得滋润多了。每个村都办企业，依托天时、地利，村办企业每年

都有可观的收入供村民分红分利。原住民的户口反倒比城市户口值钱得多，因为那是村里分红的凭证。曾经有笑话说，如果你得罪了村干

部，就罚你当城里人，叫你“农转非”。

这次是政府推进“农转非”。渔民村人也同步一夜之间成了城市居民。同年11月28日，渔民村改制成“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这是全国第一批村办股份制公司之一，实现了集体经济向股份制经济的转变。

在股份制改造时，最初叫“渔民村股份公司”，但不少渔民村人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老土”。于是有人提议说，改革开放了，村民

富裕丰收了，就叫“裕丰”吧。

老村长邓志标大手一挥说：不能丢掉渔民村，就叫“渔丰”吧！大伙拍手叫好，渔丰实业股份公司由此而来，董事会应运而生。村民

们对邓志标的称呼也变了，改叫他总经理。

改制后的原村民人人当上了股东，每年每人能分红1万多元。由于外来人口增多，对住房的需求增大，村民出租房屋也成了家庭收入

的主要来源，每户村民每月仅靠出租房屋一项就净收入1万余元。

邓志标比划说，小平来视察时，全村总资产约300多万元，到了1992年前后，全村资产达到800多万。那时候，全村140多人，个个年

收入过万元。

渔民村人甚至还“衣锦还乡”，回到祖宗故地———东莞，买下3000多平方米的地，盖起8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办起了工厂。



新的难题

时光回溯到1992年，深圳特区新一轮城市化开始，渔民村村民一夜之间成为市民，随着土地被征收，出租屋成为这些新晋市民的主要

收入来源。当年让小平盛赞，名扬天下的“小洋楼”，也在向城市进军的过程中拆了盖，盖了加。整个渔民村陷于一窝蜂地抢建狂热中。

不久之后，当年的33栋别墅式“小洋楼”已完全成了“握手楼”，渔民村成了典型的“笼民村”。

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渔民村面临了一个新的难题。

和吴颂球的路径类似，邓国华是渔民村的第五代，这个“80后”小伙子从小生活在这里，大学毕业后顺理成章回到渔丰物业公司工作。

在他的印象里，渔民村是“十年一变样”。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和外来人口的增多，很多村民为了增加房租收入，纷纷把房

子往上盖，渔民村一时间抢建成风。

那时候的楼房，彼此挨得很近，所以被形象地称为“握手楼”。“由于缺乏管理，村里的卫生很差，污水横流，老鼠乱窜。治安环境

也不好。”邓国华说，当时的渔民村已经不再风光，跟其他村子没什么两样。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许多中国人对房屋租赁还十分陌生，但对正启动改革大潮的深圳而言，大量建设者的涌入，催生房屋租

赁市场早期发展，直接受益者是深圳本土村民。

渔民村是其中典型。当时租金便宜，10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才300元，以后开始每年翻倍涨。正是在这种巨大租金诱惑下，渔民村村

民们尝到了“种房子”的甜头，开始想尽办法多建房。

到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这座城市在膨胀式发展，各地聚集深圳的外来人口超过百万，到渔民村租房的人络绎不绝。

村民们为了增加房租收入，把自家的房子一层一层往上盖，两层楼的地基加盖成五六层的出租屋。住户之间不是“不见天”，就是抬

头看“一线天”。“握手楼”、“亲嘴楼”、“拥抱楼”，密密麻麻，随处可见。

一栋房子与一栋房子之间，往往只有几十厘米的间隔，每层楼被隔成很多小间出租屋，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村里治安、消防隐

患重重。

走在村过道中，逼仄昏暗，空中到处是蜘蛛网样乱拉的电线，地上散落着烟头、避孕套。这个2万多平方米的村子里，发廊就有十多

间，不断“疯长”的房子里，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员。偷抢案件频发，村民甚至都不敢单独出门收租。

渔民村这个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失守成为了脏、乱、差的“城中村”典型，更早地体会到了农村城市化的痛楚和蜕变。



时任物业公司副总经理的段成文至今提起当年就头疼：连续多年都发生餐厅油烟着火事故。起了火打119，有急病打120，但狭窄的通

道，让消防车、救护车根本开不进来。

后续

自筹资金华丽转身

进入新世纪，在经历了近10年的城中村乱象后，渔民村人痛定思痛，在深圳第一个提出重建村庄。很快，罗湖区将渔民村改造列为城

中村改造的重点。

渔丰股份公司也多次与规划国土等部门商量解决办法。多方努力下，渔民村走出了“村股份公司自己组织改造、村民自筹资金”的独

特改造模式。

2001年8月，渔民村旧村改造开始，也拉开了深圳全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3年后，渔民村小区建成，12栋漂亮的楼宇合围成一个簇新

的小区。除了增加绿地、文化广场、停车场，小区还有了自己的图书馆。

至此，渔民村和它的村民们才真正完成了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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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宠物公厕 市民忧成摆设

专业人士建议效法香港并听取养犬者意见加以改进

南都讯 今年1月，作为在年底建成1232个宠物公厕计划的一部分，深圳罗湖首批设计制作了80个宠物公厕，分别安装在百仕达三期、

中信星光明庭、淘金山、碧岭华庭、莲塘花园、绿景山庄等28个试点小区，并在部分小区配备了拾便箱。试点已过半年，记者日前实地走

访多个试点小区发现，宠物公厕的使用率普遍不高，由于遛狗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加上担心清扫清毒不及时，不少市民担心这个新鲜

事物最终成摆设。

使用率多不高 管理也不到位

百仕达三期的宠物公厕建在该小区7栋旁边的绿化带中，长宽约60厘米，边槽材质为普通石材，里面铺有8厘米深的施工粗沙，左上角

有一个小孔，用于排放小便。“确实起到了提示和宣传作用，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宠物公厕的使用率并不高。”该小区物业管理处负责

人胡先生称。

碧岭华庭也有一处宠物公厕，但小区很多居民并不知道它的存在。在该小区内遛狗的张先生说，自己养狗很多年，宠物公厕刚建成时

他很好奇，曾带自家的小狗去尝试。“只成功了一次，狗狗根本就不会在固定的地方拉大便，提出这个构想的人肯定没有养过狗，根本不

了解狗的习性。”张先生说，一般公狗会在路边拉大便，而母狗则选择在路中间。

对于罗湖区政府在全市率先试点宠物公厕的做法，行动亚洲动物保护团队中国区事务总监张媛媛持赞成态度。她同时提出，应该根据

狗的习性进行设计，建议罗湖效仿香港做法，将现有宠物公厕中的不锈钢立杆改为水泥材质，外观最好能像一棵树；此外，沙池四周的围

栏不能太高，应与周围草坪高度保持一致，否则，狗狗入厕很不方便。

政府出资建成 小区负责维护

“从去年开始，罗湖就酝酿建设宠物公厕。”据罗湖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辖区居民饲养的宠物狗越来越多，宠物随地

大小便成为影响小区环境的一大问题。通过考察发现，香港、上海、新加坡等城市均有宠物公厕，罗湖决定学习这些先进城市的经验，在



宠物活动频繁的小区公共场所建设宠物公厕。

“立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接下来要走公开招投标程序，1232个宠物公厕的建设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完成。”该负责人称，住宅小区、

城中村和公园均在宠物公厕推广的范围内，选址主要根据犬只登记和调查情况，选取养犬比较集中的小区，再联合各街道办事处逐一上门

与物管处沟通协商，取得物管处同意后最终确定具体的建设位置。至于公共场所的选址，罗湖区城管局将通过调查摸底，选择居民集中遛

狗的地点作为投建地址。

记者从罗湖区城管局了解到，宠物公厕和拾便箱的指导价分别为600元和800元，实际价格以公开招投标的中标价为准，由罗湖区政府

出资，后期维护和管理则由小区物管处负责。 ”

统筹：南都记者 叶淑萍

采写：南都记者 叶淑萍 见习记者 邵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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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宠物公厕 市民忧成摆设

专业人士建议效法香港并听取养犬者意见加以改进

今年 1月，作为在年底建成 1232 个宠物公厕计划的一部分，罗湖首批设计制作了 80 个宠物公厕，分别安装在百仕达三期、中信星光

明庭、淘金山、碧岭华庭、莲塘花园、绿景山庄等 28 个试点小区，并在部分小区配备了拾便箱。试点已过半年，记者日前实地走访多个

试点小区发现，宠物公厕的使用率普遍不高，由于遛狗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加上担心清扫清毒不及时，不少市民担心这个新鲜事物最

终成摆设。

Q 宠物公厕使用率不高

百仕达三期的宠物公厕建在该小区 7栋旁边的绿化带中，长宽约 60 厘米，边槽材质为普通石材，里面铺有 8厘米深的施工粗沙，左

上角有一个小孔，用于排放小便。“确实起到了提示和宣传作用，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宠物公厕的使用率并不高。”该小区物业管理处负

责人胡先生称，小区养狗的业主有 60 多户，宠物公厕安装了半年多，愿意将狗牵到宠物公厕解决大小便的业主只有 10 多户。

碧岭华庭的宠物公厕位于该小区一角的绿化带内，并不在小区门口的广场上，因此，小区内很多居民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记者注意到，

该小区宠物公厕内的沙子板结成一块，上面堆积了不少落叶等杂物，看得出已经很久没有被使用过。在该小区内遛狗的张先生说，自己养

狗很多年，宠物公厕刚建成时他很好奇，曾带自家的小狗去尝试。“只成功了一次，狗狗根本就不会在固定的地方拉大便，提出这个构想

的人肯定没有养过狗，根本不了解狗的习性。”张先生说，一般公狗会在路边拉大便，而母狗则选择在路中间。

居民担心宠物公厕管理不到位

绿景山庄小区的宠物公厕同样受冷遇，厕所内已长满杂草。该小区业主王小姐说，从来没有看到狗狗在里面排便。“我担心后续管理

和监督不到位。”她称，如果清扫消毒工作不及时，狗在宠物公厕大小便过程中很容易感染疾病。也有养犬业主吐槽称，该宠物公厕面积

不到一平方米，大型犬几乎无法入内。

对于罗湖区政府在全市率先试点宠物公厕的做法，行动亚洲动物保护团队中国区事务总监张媛媛持赞成态度。她同时提出，宠物公厕

面积长 150 厘米、宽 100 厘米比较合适，而且应该根据狗的习性进行设计，建议罗湖效仿香港做法，将现有宠物公厕中的不锈钢立杆改为



水泥材质，外观最好能像一棵树；此外，沙池四周的围栏不能太高，应与周围草坪高度保持一致，否则，狗狗入厕很不方便。

“铺沙也有讲究，上面应该铺粗一点的沙，下面则要铺细沙，这样渗透性会好一些。”张媛媛说，保持宠物公厕内沙石的干净非常重要，

倘若清理不及时，狗狗是不会进去大小便的。为提高宠物公厕使用率，她建议罗湖区城管局广泛收集养犬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在现有基础

上对宠物公厕的外观设计和管理作进一步完善。

“养犬居民则应提升文明意识，积极引导和训练狗狗到宠物公厕大小便。”张媛媛表示，主人就是狗狗的领导，狗狗的很多好习惯是主

人训练出来的，只要主人教导有方，让狗狗在宠物公厕大小便并非难事。据介绍，美国、英国等很多国家都有宠物公厕，当地居民也乐于

接受。

A 区城管局将根据需求改良宠物公厕

“从去年开始，罗湖就酝酿建设宠物公厕。”据罗湖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辖区居民饲养的宠物狗越来越多，宠物随地大

小便成为影响小区环境的一大问题。通过考察发现，香港、上海、新加坡等城市均有宠物公厕，罗湖决定学习这些先进城市的经验，在宠

物活动频繁的小区公共场所建设宠物公厕。

“立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接下来要走公开招投标程序，1232 个宠物公厕的建设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完成。”该负责人称，住宅小区、城

中村和公园均在宠物公厕推广的范围内，选址主要根据犬只登记和调查情况，选取养犬比较集中的小区，再联合各街道办事处逐一上门与

物管处沟通协商，取得物管处同意后最终确定具体的建设位置。至于公共场所的选址，罗湖区城管局将通过调查摸底，选择居民集中遛狗

的地点作为投建地址。

针对部分养犬居民提出宠物公厕面积太小无法容纳大型犬只的意见，罗湖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此前设计的宠物公厕规格为长

60 厘米、宽 60 厘米，接到市民反馈后，该局已将规格调整为长 60 厘米、宽 80 厘米。“今后我们还会根据需求对宠物公厕进行改良，同时

劝导居民不要饲养大型犬只，因大型犬只容易发生扰民事件，也容易引起部分居民的害怕。”该负责人称。

后期维护管理有专人检查监督

记者从罗湖区城管局了解到，宠物公厕和拾便箱的指导价分别为 600 元和 800 元，实际价格以公开招投标的中标价为准，由罗湖区政

府出资，后期维护和管理则由小区物管处负责。



物管处没有及时对宠物公厕进行清扫怎么办？针对养犬居民最为关心的问题，罗湖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区、街道市容环境考

核和日常的环境卫生检查工作中，该局对物管处是否打扫和及时清理宠物公厕将进行检查和监督。此外，该局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要求

各物管处及时清理宠物公厕，防止污染环境。

“犬只随处便溺，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问题。”该负责人称，养犬居民应该引导、训练犬只到宠物公厕解决大小便，对于不肯进公厕的犬

只，养犬居民可以利用拾便箱中的废报纸和塑料袋及时清理犬只粪便。

据了解，对于积极引导犬只到宠物公厕解决大小便的居民，罗湖目前尚无奖励措施，但对不文明的养犬行为，居民可以通过罗湖社区

家园网、“罗湖城事”微博等渠道曝光不文明行为。罗湖区城管局将组织各街道执法队加强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执法工作，通过宣传教育

和处罚提高文明养犬水平。

网友声音

小静：国外的宠物公厕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说到底还是养犬居民的素质问题。我们小区很多狗在家不敢随地大小便，出了家门就撒野，

小区草坪被狗屎毁得一塌糊涂，狗主人对此却视而不见。

家有萌狗：罗湖区政府推广宠物公厕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只是执行过程中有些细节有待完善。政府可以召集一些养犬市民和宠物专家，

听听他们对宠物公厕的看法和建议，只有这样，才能将民生实事办得更好。

艾雪儿：谁都不想出门踩狗屎，宠物随地大小便的现象确实该好好治一治了。任何新生事物都要有成长的过程，一方面，宠物公厕在

设计安装时应充分考虑实用性，另一方面需要养犬业主积极配合，相信不久的将来宠物公厕的作用就能显现。

lamlong：实用性不大，至于理由，我相信养狗人能说出一大堆来。但政府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希望罗湖区城管局、区人大等部门

能从实践中摸索出更有建设性、符合实际的举措。

统筹：南都记者 叶淑萍

采写：南都记者 叶淑萍 见习记者 邵凡凡

摄影：南都记者 郭现中



2013 年 8 月 13 日 AII16 版

家长投诉学校组织小学生暑假补课，罗湖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称马上叫停

培训中心：停不停课，得听上司的

南都讯 记者陈思福 每年寒暑假，教育部门都强调不得补课，但昨天上午，位于罗湖区莲塘街道的鹏兴实验学校开始了小学六年级

学生的补课活动，家长为此投诉。校方辩称不是补课，而是兄弟单位鹏兴培训中心办的培训班。

家长投诉：小学六年级就要补课了

据家长王丽(化名)介绍，其小孩在鹏兴实验学校读小学五年级，9月份上六年级，6月下旬左右，接到学校通过校讯通发来的短信，说

学校安排了密训，从8月12日到8月27日，中间休息一天，收费2200多元。后来学校又口头通知学生，收费2700元，学生全部住校，不允许

带手机。“不送孩子去，又担心将来跟不上，去吧，就觉得孩子负担重，现在连小学生都要补课了。”王丽无奈地说。

昨天11时许，记者来到该校教学楼六楼，看到六年级7个班大概有170个学生在上课。正在给六(4)班上课的“许老师”表示，给学生

上课的是鹏兴实验学校的老师。记者还看到，一楼教学楼的走道等地方堆了很多涂料和建筑材料，上课时有机器在作业，空气中还有股涂

料的味道。

区教育局：要求立即停止补课

上午11时左右，记者拨打了罗湖区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反映了该校补课情况，最后区教育局一名“石”姓科长电话回复记

者，绝对不允许学校在暑假组织学生补课，已联系了鹏兴教育机构负责人叶某，要其立即停止补课，具体处罚过几天处理。

鹏兴实验学校任校长表示，学生补课是鹏兴教育培训中心组织的，学校并不清楚。而培训中心校长李秋东则表示，是否停止补课要向

公司负责人汇报后才能决定。

疑问

1 既然不是学校组织为何用校讯通发通知？

鹏兴实验学校任校长：自己也不清楚这回事；而鹏兴培训中心李校长表示，他们也有家长的联系方式，从外面购买过来的。为何用校

讯通，还要调查才知。



2 既然不是学校组织，为何用学校教室、由学校老师上课？

鹏兴培训中心李校长：实验学校和培训中心都属于鹏兴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学校是培训中心的教学点之一，老师也可以来上课。

3 学校还在装修，

安全谁来保证？

鹏兴实验学校任校长：按照计划，装修应该是在7月底就完工的，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工期延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