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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妈-大 1：孩子们
上个学，太难了

康 12 年级：真的很
庆幸我家孩子是去年高
考

乐乐妈~七年级：我
早结婚，早生孩子多好

徐妈大一：你家才
七年级，能早到哪里呢

乐乐妈~七年级：我
28岁结婚的，30岁生娃

康 12 年级：今年的
高三学生太难了

坤妈-大 1：咱们给

@元元爸-12 和@菲妈
9 年级 加油吧！@元元
爸-12 好好呆在学校里
吧

康 12 年级：加油！
坚持高考就是胜利

乐乐妈~七年级：高
考完就解放了，我们还
得熬呢

元元爸-12：平常心
吧，高考也不是尽头，人
生还长

坤妈-大 1：@元元
爸-12 心态好

这届高三学生“太难了”

■杨曌 赵雨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连日来，武进区学府小
学举行“双减”课堂教研系列活动，
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助力教师快速
成长。

由刘红秀老师带来的“认识直
角、锐角和钝角”课，让学生走出去
寻找身边的直角，让人眼前一亮；范
军老师执教的“盐和糖去哪了”通过
小毛驴的故事情节，成功导入课程
内容，增强学生的探究欲望。

语文教研活动中，两位老师开
展了趣味性课程，同心共力寻找课

堂的可塑性。
虞沁老师带领二（2）班的学生

们共同学习了《蜘蛛开店》，通过绘
声绘色的图片，大家理清故事文脉，
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会生字词；周纳
老师与二（1）班的孩子们一同走进

《雷雨》，从寻找雨前、雨中、雨后三
个阶段的景色变化，让学生感受不
同特点，学会从文本进行感知的方
法。整堂课充满童趣，营造了和谐、
温润的教学氛围，取得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武进区学府小学

童“趣”课堂
“双减”共力

■杨曌 祝慧敏

随着升学季、考试季的来临，关
于学生入学的咨询增多，记者整理
了相关热点问题及职能部门的回
复，供读者参考。

Q：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
女在常州主城区小学就读，毕业后
还可以在常州继续就读初中吗？

A：在常州主城区公办小学就
读毕业后，如想在常州主城区继续
就读初中，学生的父母不必自己联
系初中，由市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
排到具备吸纳能力的、相对就近的
初中就读。无特殊原因，中途不得
变更暂住地。

Q：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
女在常州主城区就读小学，毕业后
回户籍所在地就读初中，要办理哪
些手续？

A：需学生家长提出书面申请，
由就读小学携带家长申请、汇总名
册，统一到市教育局基教处工作站
办理相关手续。

Q：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
女在常州主城区就读初中，能否参
加常州主城区的中考？

A：可以报名参加中考，也可以
在常州主城区继续就读高中。

Q：流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
女入学收费有什么规定？

A：主城区公办初中就读的流
动就业创业人员随迁子女入学收费
项目和标准与本地学生一视同仁，
任何学校均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或

变相收取其他费用。如家长遇到学
校乱收费的，可以向市教育行政部
门举报，常州市教育督导室举报电
话：85681370。

Q：家长有两套房产，一套房产
在新北区公办初中范围内，学生父
亲已将户口迁至该房产，但是学生
及其母亲的户口仍在溧阳老家。请
问如果不把孩子户口从老家迁到新
北，能顺利入学房产所对应的公办
初中吗？

A：我市主城区（新北区、天宁
区、钟楼区）初中入学对象为具有常
州主城区户籍的小学毕（修）业生或
在主城区小学毕（修）业的流动就业
创业人员随迁子女。学生户籍应与
其父母一方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常
住户籍及合法固定住所保持一致。
家长有两套以上独立产权房（都有
产权证），以父母一方和学生户籍所
在、且实际居住的那套产权房所在
学区来确定就读初中。

案例：小明父母在常州有两套
住房，分别位于天宁区和新北区。
小明现在天宁区某小学读六年级，
全家的户籍都在天宁区，并实际居
住在此。今年，小明即将小升初，如
果要到新北区房屋相对应的初中就
读，小明的父母应把父母一方的户
籍和小明的户籍迁入新北区，并实
际居住在此，小明就可以到新北区
相对应的初中就读。

Q：家长现有一套位于教科院
附属中学学区的房产，房产的不动
产权已于今年 4 月登记在孩子父亲
一个人的名下，孩子及其父母的户
籍在今年 4 月迁入这套房屋的所在
地，请问孩子明年 7 月小升初，是否

可以在教科院附属中学上学？
A：实行学位使用周期管理的

公办初中新生入学，其父母原则上
应在初中招生报名一年前（7 月 1
日）办理好二手房产权证及父母一
方和学生户籍迁入手续，并实际居
住。学区内的每套住房，三年内只
能安排一名学生入学（非独生子女
家庭除外）。除上述情况外，则由市
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入学。

案例：小明今年要小升初，他的
父母于一年前在某实行学位周期管
理的公办初中学区范围内购买了一
套二手房，并提前一年办理了产权
证、户籍迁入手续并实际居住。如
果该套房近三年内没有学生在该初
中就读，小明就可到该初中入学。

Q：适龄儿童怎么入园、入学？
A：幼儿教育是非义务教育，没

有固定的学区。其中，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招生以就近入园、方便家长
和有利于幼儿发展为原则。

我市公办小学采取户籍、居住
地对口和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等方式入学。先安排户籍地与合
法固定住所一致的适龄儿童按学
区就近入学，再在区域内统筹安排
户籍地与合法固定住所不一致的
适龄儿童入学。民办小学按区教
育行政部门核准的招生方案实施
招生。

儿童户籍应与其父母一方或其
他法定监护人的常住户籍及合法固
定住所保持一致。若不一致，以父
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合法固定住
所作为确定学区的主要依据。

如还有疑问，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可以直接咨询您所在的辖市区
教育局。

溧阳市教育局87222160；
金坛区教育局82801870；
武进区教育局86310377；
新北区教育局85127250；
天宁区教育局69660650；
钟楼区教育局88890546；
常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
89863199。

关于户籍不在常州主城区学生
入学等问题的解答

■杨曌 黄奇玉

本报讯 近日，江苏
省教师培训中心、江苏
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
联合发文，表彰 2021 年
度全省中小学教师和校
长培训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新北区教师
发展中心以优异成绩，
荣获“江苏省教师培训
工作先进单位”。

近年来，新北区教
师发展中心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充分发挥中
心“研训一体化”机制优
势，以管理干部培训、新
教师培训、骨干教师培
训和校本培训为工作重
点 ，闭 环 设 计、精 致 管
理，提高培训工作实效，
致力于打造一支品德高
尚、业 务 精 湛、治 教 有
方、人民满意的教师队
伍。

据 中 心 负 责 人 介
绍，中心纵向以新教师
上岗培训、工作三年教

师大练兵、中青年教师
基本功大赛、优秀教师
培育室等为抓手；横向
以各学科、各校优秀教
师 牵 手 行 动 、学 科 基
地、前 瞻 性 项 目、培 育
站、“四有”好教师团队
创建为契机，平台创设
系列化，全覆盖。

同 时 ，创 建 了“ 上
引”“中培”“下联”的工
作策略，签约省市级专
家 ，成 立 博 士 工 作 站 ；
借助区外名师，引领区
内发展；配齐基础学科
研 训 员 ，加 强 名 师 培
育 ，增 强 培 训 力 度 ；依
托区内名师名校，加强
集团校建设，缩小校际
差距。

中心还建立了一套
校本培训的计划审批制
度、培训管理制度、考核
评估制度以及学时登记
制度，并从保障条件、培
训管理、培训绩效和附
加项等方面进行考核评
估，营造了良好的学习
秩序。

新北区教师发展中心

荣获“江苏省教师
培训工作先进单位”

教育
问答

常州晚报“教育问答”栏目问题征集中——
如果您在亲子教育、升学考试、学区政策等方面有任何疑问，

欢迎给我们留言。我们将连线权威专家，为您解疑答惑。
参与方式：关注“常州第 1 升学”微信公众号（微信号：CZ-

DYSX），在后台留下您想问的具体问题+联系方式，我们会第一时
间给您答复。咨询电话：88066267。

，晚报教育嗨嗨
这里是家长交流孩子成长的自由平台

在这里，你可以倾诉孩子成长的烦恼

在这里，你可以分享同城家长教子心得

在这里，你也可以寻求教育的最前沿资讯

请加入晚报教育

QQ群

群言无忌群言无忌

幼儿生家长群

89672273
小学生家长群

114205837
初中生家长群

65472317
高中生家长群

60473283

时间：本周 出处：晚报教育家长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