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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曌

随着升学季的来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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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和父亲的户口
都落在外祖父母名下的房子
中，且实际居住，但是孩子母亲
和外祖父母户籍不在该房子名
下，并且父母没有房产，请问
孩子小学入学报名可以按户口
所在地学区吗？

A：关于适龄儿童父母无合
法固定住所，但持有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的产权证，该如何入
学的问题，如果同时具备以下
三个条件，可到相应学区小学
报名入学：1. 适龄儿童的父母
双方均未购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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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3. 父母、孩子与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实际长期固定居住在一
起。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各幼
儿园、小学、部分初中入学由其
隶属的区教育部门负责实施，
联系电话分别为：

溧 阳 市 入 学 咨 询 电 话 ：
87223270（幼）、87220727（小、
初）。金坛区入学咨询电话：
82882361（幼）、82824278（小、
初）。武进区入学咨询电话：
67897033（ 幼 ）、86312650

（ 小 ）、67897038、86310733
（初）。经开区入学咨询电话：
89863199。 新 北 区 入 学 咨 询
电 话 ：85127250、85127715、
85127357。 天 宁 区 入 学 咨 询
电 话 ：69660615 （ 幼 ） 、

69660650（小）。钟楼区入学
咨 询 电 话 ：86880897（幼）、
88890546（小）、88890542。

Q：孩子和父母的户口都落
在祖父名下的房子中；父母另
有房产，请问孩子小学入学报
名是按户口还是按父母房产？

A：如果适龄儿童的父母有
合法固定住所，即使孩子出生
后户籍在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处
从未迁动过，也应回到孩子父
母的产权证所在的学区入学。

Q：之前由于在常州无房产
无法落户，小孩从一年级开始
选择在私立学校就读，今年小
孩三年级，已买房帮小孩落户，
无力承担私立学校高昂学费，
是否可以转回户口所在地小学
继续完成小学剩余的学业？

A：1. 学生全家户籍及家庭
住址跨市迁移，可以给予转学；
2. 需要办理转学手续的学生，
其监护人应持有效证明材料，
向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
门提出转学申请；3. 若所在学
区有空余学位可以接收。同
时，小学的直接管理权限在各
辖市区教育局，按照属地管理
原则，请直接咨询您所在的辖
市区教育局。

关于适龄儿童入学等问题的解答

■杨曌 朱庭欣

本报讯 6 月 21 日，新北区
教育局召开“心花·朵朵开”新
北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发布会。

据了解，新北区心理健康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秉承“以人
为本，育人健心”的理念，包括

“心·动力”“心·活力”“心·合
力”“心·聚力”四大工程，共 16

项重点任务 50 条任务清单，构
建“全员育心，全心育人”的工
作格局，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充盈的内心和良好的个性。

发布会上，新北区家校社共
育研究联盟成立，通过“联盟带
动整体”，用家校社的合力助推
心理健康教育；新北区心理健康
咨询热线 89880234 同步发布，
让“馨·热线”走进更多孩子的心
灵。

多年来，新北区始终高度

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以“强
机制、强队伍、强考核”为抓手，
为全区青少年儿童筑牢一面心
理健康的防火墙，打造一个安
心学习的避风港。新北区教育
局将通过实施“心花·朵朵开”
新北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深入推进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的改革与发展，
给全区中小学生注入“心”的力
量，让新北娃在全社会的关爱
呵护下幸福成长。

新北区召开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发布会

从“心”出发，守护学生的心灵“绿码”

■钱丽 杨曌

本报讯 6 月 11 日，武进
区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三（5）
中队队员们齐聚常州轨道交通
创新中心，参观常州轨道交通
产业展示馆，感受常州速度。

一进入展馆，孩子们就被
眼前的景象吸引，赞叹声不绝
于耳。跟随着讲解员的步伐，

孩子们认真参观了历史馆、展
示馆及未来馆等展厅，不时与
讲解员交流互动。

有学生表示，此次参观寻
访活动令他大受震撼，不仅增
强了民族自豪感，更在自己心
中埋下了一颗科技强国的种
子。“我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
成为优秀的科技工作者，为常
州的发展、祖国的繁荣贡献力
量。”

武进区湖塘桥第二实验小学

走近轨道交通 感受常州速度

■杨曌 图文报道

本报讯 6 月 11 日，常报小
记者来到金坛区消防救援大
队，在消防官兵们的带领下参
观了消防大队内各个功能区，
观摩消防官兵们的训练。

在这场难得的体验中，小
记者们表现得十分积极，和各
位消防员热情互动。互动过
程中，消防员们分享了每天的
日常生活，与小记者们拉近距
离。

在了解消防员们肩负的责
任与义务后，小记者们感想颇
多，深知幸福生活的背后是有

人负重前行。金坛区河滨小学
三（6）班赵耔陆说：“参观金坛
区消防大队时，看着消防员叔
叔冒着酷热，穿着厚厚的消防

服，背着十几公斤重的装备，借
助绳索一遍遍攀爬几十米的高
楼，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养兵
千日，‘用兵千日’。”

常报小记者

走近金坛消防队员，致敬火场逆行者

菲妈 9 年级：放了个假花
钱如流水

珊-8：有钱花是好事
菲妈 9 年级：好什么啊，

已经把高中三年存的零花钱
全用掉了，昨天开口问我要，
直接被我骂了一通：你倒是三
年不用钱，一用用三年的啊

菲妈 9 年级：考完到现在
才几天，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已
经花了一两千元了，我都不知

道他怎么用的
3.5爸_18年级：不多
珊-8：一两千元不多，10

多天了哇，正常消费
菲妈 9 年级：也就是吃吃

喝喝，其他还要用什么呢？不
管怎么说，总之最近用钱有点
豁边的

我是洋妈-12：我家大宝
说怎么还不开学啊？不开学
没零花钱，给我省了很多钱

娃放假了，花钱如流水

■杨曌 孙静 图文报道

本报讯 6 月 21 日，新北
区河海实验小学联合河海幼儿
园开展“德泽校园接新苗，手手
相牵赴美好”幼小衔接活动，全
面推进小学入学适应教育。

在“阳光接力跑，齐心勇闯
关”运动项目中，孩子们手拿德
泽校园的小小吉祥物——“德
德”和“泽泽”作为接力跑的交
接棒，在运动场上尽情挥洒汗
水，奋力冲刺。

教室里，一年级孩子们正
与弟弟妹妹分享自己绘制的

“我的美丽校园”绘画作品，一
同探索这美丽的校园风光；图
书馆中，孩子们翻阅着书籍，
欣赏各式环保创意作品；科学
教室里，一排排科创作品吸引

着孩子们，他们聆听老师的讲
解，自己动手操作体验；书画
教室里，孩子们欣赏着优秀的
书法作品，沉浸在艺术的氛围
中。

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校
长高锋表示，此次活动推进了
园、校之间的互动交流，给幼
儿园孩子和小学生搭建了对
话的平台，为幼儿顺利进入小
学做好充分准备。

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

一场幼小衔接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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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ZDYS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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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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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