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编辑：张吴 组版：孔美霞 校对：步剑文 专题 02

2019年学前教育招生工作政策详解
禁止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择园费等

（上接1版）不参加初中
毕业、升学考试（考查）的考
生，以及考试（考查）成绩不
合格且未能参加补考或补考仍
未及格（或合格）的考生，不
能核发毕业证书。

五、综合素质评定

为全面反映初中毕业生的
发展状况，对初中毕业生综合
素质进行评定，其评定结果作
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
据。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中
6项内容全部达到合格（或C
级）以上才能被高一级学校录
取；“学习能力”、“运动与健
康”、“审美与表现”三项中至
少有一项为“A”， 方能享受
省丹中分配指标降分录取待
遇。凡评定结果为A的学生名
单必须在校内公示一周，接受
监督。

六、体格检查

体检工作由教育行政部门
组织实施。体检工作人员要正
确掌握体检标准和体检工作方
法，严禁弄虚作假。

七、录取

（一）录取原则
以初中毕业生的升学考试

成绩总分和综合素质评定为依
据，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志
愿，兼顾区域，坚持公平、公
正、择优的录取原则。

平行志愿的投档规则是：
按分排序，遵循志愿。具体办
法是：按照总分从高分到低分
的顺序，依次检索考生所填
A、B、C志愿。只要被检索的
3所学校中一经出现符合投档
条件的学校，即向该学校投
档；如没有出现符合投档条件
的学校，则不能投档。上述过
程完成后，无论电子档案是否
投出，均视为该考生已享受了
本批次平行志愿投档机会，不
再补投到该批次平行志愿的其
他学校。在分数排序过程中，
如考生总分相同，则按语、
数、英三门科目分数之和从高
到低再次排序检索投档。

传统志愿投档过程中，如
有总分相同考生一并达录取分
数线，则一并予以录取。

“3+4”分段培养班根据
下达的招生计划和四星级普通
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合理划定
录取分数线。

（二）录取批次
第一批次：省丹中；新四

星级普通高中（吕叔湘中学、
五 中 、 六 中 以 及 五 中 艺 术
班）；中职与本科院校举办的

“3+4”分段培养班。
第二批次：珥陵高中；职

中综合班；五年制师范专业
（镇江高专师范专业丹阳校
区）。

第三批次：五年制高职、
五年制高技；中职与专科院校
举办的“3+3”分段培养班。

第四批次：各类中等职业
学校（含技工学校）。

（三）录取办法
1.第一批次
（1）关于省丹中的录取
省丹中先录取分配指标，

再录取竞争指标。分配指标由
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已录取
的创新班学生，另一部分是今
年中考的分配数。省丹中 70%
以上的招生计划按报名考试学
生数合理分配到各初中，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但不得低
于同批次工作分数线 25 分
（工作分数线按分配指标数 1：
1划定）。指标分配生（除创新
班学生外）必须是在学籍所在
学校读满三年的 2019 届毕业
生，择校生不享受指标分配。
竞争指标，在全市考生中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满为
止。

（2） 关于吕叔湘中学、
五中、六中以及五中艺术班的
录取

竞争指标 15%以内，按志
愿择优录取。分配指标 85%以
上，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兼
顾考生区域，统筹录取。

“宏志班”的录取：在三
所新四星级普通高中分数线
上，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特殊困
难学生择优录取，录满为止。
录取学生列入吕叔湘中学分配
计划。

五中艺术班，根据志愿择
优录取。

2.第二批次
根据考生志愿和招生计

划，采用平行志愿择优录取。
3.第三批次
根据考生志愿和招生计划

择优录取。
4.第四批次
中等职业学校的录取，在

一定分数段和时间内，由招生
学校根据志愿和政策规定予以
录取，录满为止。

（特别提醒：具体录取时
间以镇江市教育局通知为准，
未办理正式录取手续的考生，
在录取期间保持通信联系畅
通，原则上不要离开丹阳。）

（四）优录对象
1.华侨子女、港澳户籍的

考生，台湾省籍学生、台商随
行子女，录取时加10分投档。

2.少数民族考生（提供户
口簿、身份证），在录取时加5
分投档。

3.军人子女加分政策根据
省教育厅、省军区政治部《关
于印发〈江苏省军人子女教育
优待实施办法〉的通知》和镇
江市教育局、镇江军分区政治
部《关于印发〈镇江市军人子
女教育优待实施办法〉 的通
知》精神，在录取时：

①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
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
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
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
军人的子女，以及在飞行、潜
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
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
烈士（含见义勇为牺牲被追认
为革命烈士的） 子女，加 20
分投档。

②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
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
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
队军人的子女，一至六级残疾
军人的子女和因公牺牲军人的
子女，以及平时获二等功或者
战时获三等功以上奖励、被大
军区以上单位表彰、在执行抗
洪抢险等急难险重任务中受到
省级以上表彰的军人子女，加
10分投档。

③从作战部队交流到其他
部队任职不满 1年和跨地级市
以上交流任职不满 1年的军人
的子女，加5分投档。

4.公安民警子女加分政策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伤残公安
民警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通
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精神，在录取时，
公安烈士子女加 20 分投档；
因公牺牲民警的子女、一级和
二级英雄模范的子女，一级至
四级因公伤残民警的子女加10
分投档。

5.受到镇江市及镇江市以
上“见义勇为基金会”表彰的
人员，其子女在同等条件下可
优先录取。

加分对象只可按最高条件
加分，不重复加分。加分对象
需填报《丹阳市中考考生加分
呈批表》，并附相关原始证明
材料及复印件，于5月30日报
教育局基教科。所有优录对象
必须在校内公示一周，接受监
督。

6.体育、艺术特长生。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且中考文
化成绩达到该校录取分数 60%
的考生，可申报体艺特长生：
（1）在初中阶段能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体艺活动，并在参加
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市级以上
（含市级）体育竞赛中，获个
人项目前两名（非热点普通高
中前四名）、球类比赛冠亚军
队主力队员，经测试确属运动
水平较高的学生；或经测试达
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的学
生。（2）参加市级以上（含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举办的文艺
会演获个人项目一等奖；或参
加全省艺术考级获得十级的考
生。各招生学校向局基教科上
报体艺特长生和特色班招生工
作方案（体育项目名称、艺术
类别名称、招生名额、专业测
试办法等），在校园网和校园
醒目位置予以公示。考生可向
所在学校领取并填写《丹阳市
高中阶段体育、艺术特长生招
生登记表》，经所在学校审核
后送交报考学校，由招生学校
组织专家进行认定，所有拟认
定体育、艺术特长生必须由招
生学校在校园网和校园醒目位
置公示一周，接受监督。招生
学校于5月30日前将拟招录名
单报教育局基教科，并在正式
录取时向教育主管部门提供所

招体艺特长生的相关证书原件
及复印件。体艺特长生的招收
比 例 不 超 过 招 生 总 计 划 的
3%。凡被普通高中优录的体
艺特长生须根据学校的要求参
加体艺活动。

7.探索创新人才培养试点
工作。经省教育厅批准省丹中
为创新人才培养试点学校，继
续面向我市自主招收具有学科
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生。

（五）录取后的有关规定
1.所有高一新生，必须经

过中考，并经镇江市招生工作
管理部门审核，方能办理录取
手续；跨省辖市招生的必须在
镇江招生工作管理部门履行必
要的程序。

2.考生一经录取，不再投
档。所有学校严禁无档招生。
已被学校录取，但在规定时间
内未到学校办理报到手续者，
取消该生入学资格。

3.新生入学后，由录取学
校进行资格审查，凡发现不符
合报考或录取条件者，一律取
消入学资格。

4.被我市普通高中录取的
外省学生按《省政府办公厅转
发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做好来
苏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参加升学
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精神参
加高考。

八、考生档案

全省实行统一的电子档
案。考生的自然信息由考生所
在学校负责采集，志愿信息、
成绩信息由招生部门采集。按
省市有关招生文件规定，各普
通高中招收的学生，须由镇江
市教育行政部门在全省高中学
籍管理系统中电子注册。通过
电子注册，方可取得学籍。招
生学校不按计划招生或考生接
受无计划招考，不能在全省高
中学籍管理系统中注册电子学
籍，不能以在籍生身份参加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不能作
为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不得
发放高中毕业证书。

各校必须加强对招生工作
的领导，规范招生行为，严肃
招生纪律，确保招生工作顺利
进行。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部
署要求，进一步规范教育秩
序，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根
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
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
意见》《江苏省学前教育条
例》、丹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关于大力推进学前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
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做好
2019年全市学前教育招生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一、招生对象

小班三周岁 （2016 年 8 月
31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不
得招收未达到入园年龄的幼
儿。在满足 3～6岁适龄幼儿入
园和规定班额的前提下，确有
富余资源的幼儿园，需开设
2～3岁托班，可向教育局提出
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招收两
周岁幼儿（2017年 8月 31日前
出生）。

二、招生班额

小班30人、中班35人、大
班40人。

三、招生时间

1。6 月 2 日集中登记并填
写《2019年丹阳市适龄幼儿情
况登记表》，6月 4日～6月 6日
幼儿园审核，6月10日～6月14
日教育局学前教育科抽查审
核，7月1日幼儿园公布新生名
单，7月 4日、5日办理入园手
续。

2。开办托班的幼儿园，于
7月 10日前报教育局学前教育
科审批。

四、招生程序

1。发布招生信息。各幼儿
园根据摸底情况，确定招生规
模，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加强
政策宣传，将幼儿园招生班级
数、办园性质、评估定类、报
名时间、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向社会公示。幼儿园的招生通
告在 5月 25日前交由教育局学
前教育科审核后，于登记前向
社会公布。

2。组织报名登记。在规定
的报名登记时间，本市户籍子
女入园，按照“就近入园”原

则，由监护人携带孩子并持户
口簿、房产证、幼儿出生证
明、预防接种证、父母（或法
定监护人）身份证等相关证件
及复印件，到居住地附近的幼
儿园进行报名登记。

外来创业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入园，须持户口簿、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身份证、父母
（或法定监护人）的有效居住证
明（如有房产证，提供房产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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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品出亲情味
华南实验学校八(22)班 许蕾

阳光清浅，一角屋檐泡在一方暖阳里，金粉的光
线糅合这清幽的兰香，惹人醉。

微凉的风从半开的窗透进，屋里的潮热散了些，
卧室里传来母亲隐忍的咳嗽声。我连忙放下笔，急
匆匆地去接了杯水。推开了象牙白的木门，母亲栗
色的头发海藻似的铺在雪白的枕面上，有几缕被汗
水黏在了憔悴的面颊上。她像是觉察到床边有人，
努力睁开双眼，带着睡醒时的懵懂，和布满血丝的眼
眶。她的手肘撑在两侧，费力地支起身子，接过水
杯，半阖着眼抿了一小口，干裂的嘴唇上有一些水
光，红润了些。

“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吧？”她沙哑的嗓音里带着
浓浓的疲惫。“嗯。”我有些愣怔。她闭着眼，两叶柳
眉修长，渐细渐淡地隐进鬓角，像是睡着了，半晌突
然倾身拉开一旁的床头柜，随手给了我些钱：“去买
些吃的吧。”语毕，像是费尽气力般地又躺了下去。

一圈圈的阳光泊在路边的小野花上，暖意融
融。视线落在面前的药房上，没有片刻的犹豫走了
进去，一瞬间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有没有
治感冒的药？”我局促地开口。买完药后兜兜转转又
来到了一家面店。“一碗牛肉面，不要香菜。”因为妈
妈不爱吃香菜，所以没放。提着饭盒和药快步走着，
午后的空气里泛着一股热潮，后背不一会就出了一
层汗水，嗓子里也是又干又燥。

轻轻带上大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妈妈还在
睡着，眉头轻皱，浓密的睫毛在面颊上投下两道扇形
的阴影，随着呼吸似乎如蝶羽一样在轻轻颤动，很难
受的样子。推了推她的肩，神志慢慢清醒。“先吃饭
吧。”我说。她的唇动了动想拒绝，许是见我狼狈不
堪又收回了话语，默默地扶着碗吃。我也不敢闲着，
连忙去烧水准备着吃药。“我吃饱了，不吃了。”母亲
微弱的声音传来，我很快赶过去，坐在她的床边，不
管三七二十一，端起面来就是一顿狼吞虎咽，面已经
坨了，不是那么好吃，但我实在是又累又饿。“你就买
了一份啊？”母亲有点诧异地问道。“嗯，吃了不浪
费。”我含糊不清地回答。她突然抬起素白的手摸了
摸我的发，又垂了下去。我猛然记起还烧着水，端起
面盆就冲了出去。滚水兑了凉白开，拿了药递给母
亲。“你还买了药啊，真贴心。”她眼里满是感动、欣慰
与自豪。她似乎忘记了在我生病的时候曾衣不解
带地守在我身边，也曾为了我端茶倒水——这就是
亲情，我终于品味出亲情味。

（指导老师：蒋建平）

那一次，我没有回头
吕城初级中学九（2）班 倪文文

清风带起脚边的落叶，它在半空中划出一道
弧线后又落在了地上。“垫排球去！”随着老师一声
令下，那片树叶又轻快地跃起，跌落在我的身
旁。

刚跑完 800米，腿上的肌肉依旧酸痛着，胸口
就像有块大石头压着一般，喘不上气。我慢腾腾
的，挪到篮球场的最南边。

排球是体育中考中我选的球类项目，我给自
己的目标是拿满分——九个。此时此刻，我双腿
无力，手有力，手脚的合作并不那么和谐。只见红
蓝相间的排球高高地飞到空中，下一秒却改变了

航线，向旁边落下。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球，预判
着它的落点，然后上前，双手张开向上托举，排球
又一次飞到空中，然而这次它如同失去雷达引航
的飞机般，沿着一个奇怪的轨道飞去，不出意外地
掉落在地上，“骨碌碌”滚向一边。我不甘心，又连
续垫了好几次，但都以失败告终。

手臂慢慢变得沉重，全身也处于一种酸软状
态，我想到了放弃。

身后一位同学大声呼唤道：“来吧，今天就到
这儿吧，我们去小店买瓶饮料。”我甩了甩酸痛的
手臂，正想回头，眼神瞟到了那个红蓝相间的球，
它似乎带着嘲弄：“怎么样，不能奈何我吧？我劝
你还是放弃吧！”

我想到了自己定的目标，想到了老师对我的
期望，脸不觉红了。我再次弯下腰捡起球，头也不
回，只是淡淡地回应道：“不了。”

我再次甩甩手，继续垫起了排球，“两个、三个、
四个……”我在心中默数着，直到第六个，排球掉落
在地。我没有气馁，深深地呼吸一口气，继续向目标
进军。排球一次次被垫到空中，“砰砰”撞击手臂的
声音格外清晰响亮，我陶醉在这声音里了。

“哇哦，我终于成功了一次，太棒了！”我大呼
出声，掩饰不住的激动环绕着我。

如果，那一刻我回头了，我妥协了，我放弃了，
那么，此刻的激动和兴奋将和我无缘，幸好我没有
回头，才有了现在的一次成功，虽然只是暂时的，
要付出的努力还会有更多，但已经走在了成功之
路上，离目标还会远吗？

晒晒我们班的“牛人”
九中练影文学社 梅思涵

纵观整个初一年级，也就我们班最为闹腾，何
哉？吾曰：“牛人”群出者也。

有一种人名为自带背景音乐的人。顾名思义，
这种人一般走着走着，就会冒出一段十分“炫”的音
乐。我的同桌以及前同桌都是这样的人，且曲种众
多，号称“中华小曲库”。上语文课，老师讲到古文，
我身旁的“人工音响”就轻声放出一段《知否知否》；
上数学课，她又唱出一曲低音版的《π的圆周率》；上
英语课，耳边魔音穿脑，《Bessing》使我顿生脑虫……
音乐课是他们的主场，课本是他们的麦克风，同学的
轻轻一瞄便是他们最大的鼓舞！

另一种人成天抱着电视看，美其名曰：了解天下
大事，这种人往往有那么一大群，他们扎成堆地讨论
某某电视剧的剧情不如另一部的精彩；这一部的女
主不如那一部的女配好看……如果你想掺和进去，
先去看个十部八部电视剧再来吧！

但最特殊的还是那一种……
那一种人拥有十分迷惑人的文静外表，乍一看

上去斯斯文文甚至有些内向，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怕
羞安静且爱读书的乖小孩。但你要记住“人不可貌
相，海水不可斗量”。相处一段时间后，你会发现你
的判断不仅出了错，而且大错特错。

他们会不顾失去形象地在公共场合跷二郎腿、
粗声说话以及大笑，他们不是没教养，而是根本没在
意这些。他们笑点极低，你说错一个字他们都能笑
上半天；但他们泪点都出乎意料的高，看完一部电
影，你已眼睛哭肿，他们却十分淡定地微笑着给你拿
面巾纸。他们不爱学习，平时上课一直在做小动作，
还时不时与同桌小声议论；考试前期并不像其他人
那样加紧复习，而是十分愉快地看小说漫画。但十
分惊人的是，他们往往考得不错，成绩一直在班级上
游徘徊，绝不会落入中下游境地。

可这种人十分稀少，一个班遇着一两个已经算
是十分幸运的了。

我不能再说了，要不然明天座位上全是杀伤性
武器了。要不，你也来晒晒你们班的“牛人”？

（指导老师：钱文军）

爱的传承
第三中学七（4）班 吴雨彤

夕阳西下，将零零散散的金色碎片洒了一地。
夏末秋初的风儿，拂过脸庞，舒适、恬柔。

那金尘中，模模糊糊的两个身影在远处的小径
中晃忽忽。我看清了，是爷爷和奶奶！他们手牵手，
拎着什么。他们像是看见了我，向我挥挥手，我飞奔
过去，他们高兴地笑着。“瞧，奶奶给你带你爱吃的芝
麻糕来了。”原来是芝麻糕呀！那一块块糕勾起了我
的思绪……

奶奶和爷爷就是在这样的傍晚认识的。他们相
视一笑，从此，他们一起卖芝麻糕。虽然平凡，但也
有他们的快乐。小时候，我住在奶奶家，就喜欢吃他
们亲手做的芝麻糕，香脆甜醇。爸爸便会摸着我的
头：“你和我小时候一样呀！”然后便能讲出一串故事
来，不知不觉一块就吃完了。

后来，我们因为要上学、上班，很少去爷爷奶奶
那儿。爸妈总叫：“您老就过来和我们一起住，也好
照应。”但他们总是说：“不用！这儿很好。你们上你
们的班，我们卖芝麻糕，这儿人都爱吃。”是呀，大家
都吃惯了爷爷奶奶的糕。

今年暑假，爷爷奶奶终于肯来这儿住几天，我站
在路口等。他们的白发又多了，脸上也满是沧桑的
痕迹，但笑容依旧。我赶紧拿出一块糕，“吱嘎”一
口，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那种朴实却好吃的味
道涌上舌尖，我的眼睛湿润了。

爱无需多言，也许只是陪伴一个人。“我愿苏绣
这一美丽的蝴蝶，能真正飞进我的心里，也能真正飞
进世人的心中……”“喧嚣尘世中，他们毫不起眼，卑
微如尘，却坚韧如树。”那一刻，我懂得了爱的传承。

（指导老师：陈红芳）

节约用水
司徒中学七（2）班 朱文静

有一次，放学后我向妈妈打了招呼就去写作
业。我打开窗户，外面的凉风不断朝我袭来，凉风
袭过时，落叶如同一只只美丽的蝴蝶在翩翩起
舞。就在这时，我隐隐约约听到厨房里“哗啦啦”
的水声。我连忙跑到厨房里一看，惊讶得合不上
嘴。我连忙跑到妈妈那，对妈妈说：“妈妈，你怎么
这么浪费水啊？”妈妈奇怪地说：“怎么了？”我拿着
手机，认真地对妈妈说：“新闻上说，最新的西南五
省大旱，近 2000万人饮水困难。旱情严重的云南
曲靖陆良县城区居民已开始限量供水，持续干旱
使得陆良县可用水越来越少，只能支撑到 4 月
底。而西南旱区许多地区与此类似，用水只能撑
一个月。连水资源丰富的云南都开始为水而战
了，可想而知，其他那些缺水地区滴水贵如油的时
日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云南的今天，没准就是
很多地方明天的写照。因此我们应该节约用
水。”

我接着又说：“我们有很多节约用水的方法，
比如淘米水洗菜，再用清水清洗，不仅节约了水，
还有效地清除了蔬菜上的残存农药；洗衣水洗拖
把、帚地板、再冲厕所。第二道清洗衣物的洗衣水
擦门窗及家具、洗鞋袜等；大、小便后冲洗厕所，尽
量不开大水管冲洗，而充分利用使用过的脏水。”
妈妈立刻把水龙头给关了，妈妈的脸被我说红了，
嘴角微微露出笑容。

“不要让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变成人类的眼
泪！”此话并非危言耸听，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让我们快快行动起来传承这种美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