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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升学

关于房屋拆迁后学生入学，
港澳台胞、
引进人才子女入学等问题的解答
育
教 答
问

■杨曌 祝慧敏
记者昨天从市政务办教育局窗
口了解到，近期，市民关于房屋拆迁
后学生入学，港澳台胞、引进人才子
女、外籍儿童入学等问题的咨询较
多，记者整理了相关问题及职能部门
的回复，供读者参考。
Q：李 女 士 在 常 州 市 区 有 一 套
房，今年房屋拆迁，其外孙在常州某
公立小学就读，女儿女婿无房，李女
士的外孙小学毕业后，可否到拆迁房
对应的初中就读？
A：根据《2021 年常州主城区幼
儿园、小学、初中学生入学指南》相关
规定，学生父母双方均未购房，且父
母婚后、孩子出生后，父母一方和孩
子的户籍一直都与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在同一户籍上，且从未迁移；父母、
孩子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实际长期
居住在一起，可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的房屋对应学校入学。李女士家里
房 屋 本 年 度（2020 年 5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间）拆迁，但未重
新购房，应出具相关部门证明和有关
材料，可由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到
拆迁房对应的学校入学。

Q：家里房屋往年拆迁后，但未
重新购房的适龄儿童如何入学？
A：适龄儿童家里房屋往年拆迁
后，但未重新购房，家长应出具相关
部门证明和有关材料，由各区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安排到与暂住地相对就
近、且有空余学额的小学入学。
Q：家里房屋拆迁后，已重新购
房的适龄儿童该如何入学？
A：家 里 房 屋 拆 迁 后 已 重 新 购
房，不论是何时拆迁，适龄儿童都应
到新居住地对应的小学入学。
Q：港澳台胞、企事业单位异地
引进人才子女如何入学？
A：根据《2021 年常州主城区幼
儿园、小学、初中学生入学指南》相
关规定，港澳台胞、企事业单位引进
异地人才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与本
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就读义务教
育起始年级的，有房产的由当地教
育行政部门安排到房产所在学区学
校就读；无房产的由居住地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读。就
读非起始年级的，原则上按上述办
法办理。如学区学校学额已满，由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到其他
公办学校就读。

港澳台胞子女入学，凭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房屋产权证，在学区学校
或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进
行信息采集登记。
企事业单位引进异地人才子女
入学，其父母应办好居住证后，为子
女在招生入学系统完成信息采集登
记，并在现场审核报名材料时间段
内，带上孩子，凭居住证、合法固定住
所证件、儿童预防接种情况评价表以
及其他有关证明材料，到学区学校或
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指定地点办理
现场审核手续。
企事业单位引进异地人才是指
我市范围内，有关企事业单位引进的
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人
员。其子女申请就读时，需带好以下
四项材料：
（1）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父母
户口簿、居住证；
（2）硕士研究生以上
学历、学位证书，中国高等教育学生
信息网（学信网）的教育部学历证书
注册电子备案表；
（3）常州用人单位引
进异地高级人才证明；
（4）与常州用人
单位签订三年以上的劳动合同。

她家访后，帮这个爱动物的女孩出了一本作品集

在很多人眼里，常州市龙城小学
2021 届朱彦心同学是一个“另类”的
女孩。她的桌肚里总是藏着蚯蚓、蚂
蚱、皮球虫等小昆虫，下课就在做手
工，纸片、回形针、塑料片都是她爱收
集的物件。
李小艳曾任朱彦心的班主任。
“五
年级我接手了朱彦心所在班级，后来
通过家访走进她家，我才发现朱彦心
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动物的孩子，家
里养满了金鱼、乌龟、鹦鹉、小鸡等各
种小动物，她还给每个动物都起了名
字。
”
李老师说，
“身边很多人可能都会
觉得朱彦心有点怪，但我的第一想法
是怎么去保护好她的这份好奇心。
”
于是，
李小艳开始关注朱彦心：
课
堂上蚂蚱从桌子里跳出来，她没有责
怪；
朱彦心文笔不错，
李小艳鼓励她多
写作文，并把她写得不错的作文都收
录在电脑里；发现朱彦心学习习惯不
好，
李小艳慢慢引导，
一点点改变她。

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

今年 6 月，在李小艳的提议和帮
助下，朱彦心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本
作品集《彦心飞扬》，里面收录了她两
年来写的作文，李老师亲自作序。
“在别人眼里我女儿是个奇怪的小
孩，
喜欢各种动物，
甚至会去亲虫子，
但
是李老师却非常有心，
对孩子的态度也
很温柔，
跟我们说要引导好孩子，
希望
她成为女版的法布尔。
”
朱彦心的爸爸
说，
他们全家都很感谢李老师。
在另一次家访中，李小艳得知男
生小吴家里有一些特殊情况，家人相
继住院，小吴回家后常常没有人照
顾。有一次他因为没带钥匙，在家门
外足足等了 6 个小时，作业也没有完
成。
“ 得知情况后，我跟小吴妈妈沟
通，如果哪天家里没人照顾，就让小
吴留在学校，我们老师对他进行辅
导，晚饭也可以帮他解决。”李小艳的
悉心关照，让小吴一家都十分感激，
小吴还亲手做了一份牛排早餐带到
班级里送给她。
“家访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
要补充和延伸，走进学生家中，不仅

本报讯 10 月 14 日，武进区星辰
实验学校开展了“星辰坊”校本培训
之基础彩妆研修活动。活动聘请云
逸造型创始人程程为教师现场授课。
程程老师首先向大家讲解了色

调选择搭配、不同妆容的区别等化妆
与形象设计的理论知识，介绍了不同
效果的底妆、眼妆、唇妆的特点，以及
一些常用的化妆工具。
传授了一系列理论知识后，老师
现场展示了妆前、底妆、眼妆、修容、
唇饰的一些基本操作手法。通过讲
解与演示相结合，让学员们通过化

群言无忌

该给孩子寄棉衣了
我是洋妈-12：一夜
之间突然冷了，感觉冬
天来了
3.5 爸_18 年级：冷
了吧，
怕孩子冻了吧
椰子一 13：冬衣已
经寄了一批
坤妈-大 1：娃爸让
我赶紧寄棉衣，我说不
至于吧
琳 妈 十 一 年 级 ：寄
啥？直接送
坤妈-大 1：我寻思
这个月能回就回来一趟
琳 妈 十 一 年 级 ：不
能呢？
坤妈-大 1：就寄或
送
3.5 爸_18 年级：谁
说能回？早点放弃这个
念头

我是洋妈-12：我直
接买了床被子给她，一
个暑假过去都发霉了
3.5 爸_18 年级：我
同学家的孩子在广州那
边上学，回来过一个长
假，回去一看被子都已
经全部发霉了。但是北
方的话还好，而且北方
的虫都比较小，蟑螂也
是一点点大
徐 妈 大 一 ：寒 暑 假
都要把被子拿回来的
啊？这么麻烦
珊-8：寒假不拿，暑
假打包寄回来，时间太
长
3.5 爸_18 年级：我
们这次暑假没拿回来，
出去实习了，然后就没
回去

武进区礼嘉中心小学
李小艳（右）和朱彦心
能让老师对学生有进一步了解，还能
拉近师生间距离。张桂梅老师家访
了 1550 多名学生，行程 11 万公里，
她是我们全体教师学习的榜样。”李
小艳说。

“妆”点教师美丽人生

■杨曌 朱春烨

嗨

时间：本周 出处：
晚报教育家长群
Q：
外籍儿童少年如何入学？
A：在常外籍适龄儿童少年可到
常州外国语附属双语学校等民办学
校报名入学。

学习模范张桂梅 我为党旗争光辉

■杨曌 苏文艳 图文报道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晚报教育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初中生家长群
在这里，
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65472317
在这里，
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QQ
群
高中生家长群
在这里，
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60473283
请加入晚报教育

妆，创造自己的美丽。针对学员们对
妆容的不同需求，老师还一对一进行
指导。在老师耐心细致的指导下，大
家慢慢上手，
学得有模有样。
学员们纷纷表示，通过研修活
动，增强了自己的职业形象意识，希
望将自己最好、最美的一面呈现给学
生。

大手拉小手 成长一起走
■杨曌 俞瑛
本报讯 本学期，武
进区礼嘉中心小学一年
级开展了“大手拉小手
成长一起走”亲子共建
系列活动。
学校开展了十好习
惯争星评比，从礼仪好、
读书好、上课好、作业好
等十个方面培养孩子的
好习惯。入学至今，孩
子们已有了很大的进
步。
亲子阅读分享展示
环节，家长代表带着孩
子上台，用多种形式展
示亲子阅读成果，分享

读书心得，推荐优秀书
目，呈现了震撼人心的
音诗画。
“ 亲子阅读，相
伴成长”活动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形成积极向上的亲子阅
读氛围，助力养成“每天
阅读一小时”的生活习
惯，为倡导全民阅读、建
设书香武进加油助力。
亲子共建活动中，
巧手裁树叶、书香口罩、
小石头大变身、石头开
花……在家长和孩子们
的共同努力下，一幅幅
精美的作品新鲜出炉。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上台
分享作品，欢声笑语溢
满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