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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 以及城区小学毕
业生要求回农村初中就读的不
得再另行要求择校就读城区初
中。

（2） 招收择校生办法。
招生学校根据空余学位7月25
日前向教育局提出择校生招生
申请，按政策制定并送审择校
生招生方案（主要面向有个性
发展需求的学生），学校按批
准的择校生招生方案自主招
生，不得收取择校费用。招收
择校生的学校要提前将择校生
招生方案向社会公示，并严格
程序，规范操作。择校未被录
取的学生应及时回到施教区学
校联系就读。

一年级择校。年满 6周岁
的适龄儿童要求择校入学，应
在 6月 1日~9日到户籍地施教
区小学进行入学登记、7 月 1
日~3 日到施教区小学办理入
学手续后，于 7月 25日~26日
向施教区小学递交择校申请，
施教区小学审核签发 “择校
就读联系函”。学生凭施教区
小学签发的“择校就读联系
函”于 7月 27日~28日到要求
择校就读的小学进行择校登
记，招收择校生的小学于 7月
29日~30日按经审核批准的择
校生招生方案在核定的择校生
指标范围内自主招生。注册学
籍时须提交“择校就读联系
函”。

七年级择校。年龄在 16
周岁以下的小学毕业生要求择
校，在农村小学就读的应在 7
月1日~2日、在城区小学就读
的应在 7月中旬到户籍地施教
区初中（城区为教育局分配的
初中）进行入学登记、办理入
学手续，然后于 7月 25日~26
日向施教区初中（城区为教育
局分配的初中） 递交择校申
请，施教区初中（城区为教育
局分配的初中）审核签发“择
校就读联系函”， 同时提供该
生直升表。招收择校生的初中
于 7月 27日~28日接受择校登
记，7月 29日~30日按经审核
批准的择校生招生方案在核定
的择校生指标范围内自主招
生。注册学籍时须提交“择校
就读联系函”和直升表。

教育局对学校招收择校生
工作进行复核，不符合条件、
未经规定程序或超计划招收的
择校生一律取消录取资格、退
回施教区学校就读。

（四）政策优待对象入学
1.本市驻地部队子女入学
本市驻地部队（含武警部

队）子女入学，由教育局在本
市义务教育学校中就近适当安
排，免交国家和地方规定以外
的任何费用，烈士子女、因公
牺牲军人的子女在校寄宿的给
予适当生活补助；烈士、英雄
模范和因公牺牲、一级至四级
因公伤残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和
在职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可以
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户籍所在地，就近优先安排到
小学和初中就读。符合《江苏
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实施办
法》相关条款规定条件的军人
子女，凭军人所在部队团以上
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可以在
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户
籍所在地，根据军人或者其他

法定监护人的意愿及可能安排
到义务教育学校就读。

2.市“人才特区”引进人
才子女入学

（1） 适用对象：领军人
才 （第一类人才：“人才特
区”内企业引进的诺贝尔奖获
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两院”院士；第二类
人才：“千人计划”等国家级
人才计划入选者；第三类人才：
入选省“双创计划”人才、《江苏
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居住证》持
证人；第四类人才：市“331 计
划”入选者）；“人才特区”内企
业引进的获得硕士以上学历
（学位）人员、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

（2）政策规定：引进人才的
适龄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由
教育局免试免费就近安排公办
学校就读。在丹阳参加中考升
学，执行丹阳市相关中招政策；
引进领军人才的适龄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确需跨学区就读的，
由教育局协调沟通，妥善安排。

（3）办理程序：引进人才子
女申请在丹阳市义务教育学校
就读，须提供下列材料：能体现
引进人才符合条件的证明材
料；能证明引进人才与其子女
关系的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出具
的户籍证明；《丹阳市引进人才
子女就读申请表》；与用人单位
签订的经人社部门认可的劳动
合同；在丹阳购房的产权证或
购房合同、交款发票，或在丹阳
租房的租赁合同、居住地居委
会证明；非起始年级随父母来
我市就读的，除须同时提供上
述证明材料外，还应出具原就
读学校的学籍档案及转学证
明。以上有关证件、材料备齐
后，属享受市民待遇的，直接到
教育局办理相应手续。各学校
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应无条件接
受，共同做好引进人才子女入
学工作。

二、小学毕业直升初中

小学生毕业工作由中心小
学负责。本校在籍、经考核准
予毕业的学生，由学校发放经
教育局审核、盖有“审验”章的
毕业证书。

（一）小学毕业登记
在我市就读的小学应届毕

业班学生，均应填写《丹阳市二
0一九年小学毕业生直升初中
登记表》，并参加小学毕业考
核。各小学在 6月 6日前办理
毕业生登记手续。

（二）小学毕业考核
1.综合素质考核
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

价，应力求内容全面、客观，程
序科学、规范，关注学生全面
发展，关注学生的特长和潜
能。

2.学业水平考核
（1）考核时间
6月22日（星期六）。
（2）考核命题
由教师发展中心制定小学

各学科学业水平考核和学科考
查指导意见，命题要以课程改
革的基本理念和课程标准为指
导，加强试题与社会实际和学
生生活的联系，注重考查学生
对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了

解学生在具体情景中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组织实施
严格按相关规定进行。
（4）考核成绩
毕业考核成绩一律以等级

制的方式，分优秀、良好、合
格、不合格四个等级。

（三）办理直升手续
小学毕业生直升初中工作

在镇（区、街道）政府的领导
下，由中学负责、小学协助。
小学毕业班的所有学生，不论
是否达到毕业程度均升入初中
就读。

1.直升初中的原则和条件
初中学校按施教区免试就

近入学的原则办理小学直升初
中手续。农村初中由对口的中
心小学与初中办理小升初（含
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小升初）手
续；城区初中新生入学，由各
小学与教育局办理小升初手
续，教育局根据学生所属施教
区分配到相应初中就读。

2025 年起，城区入学范
围的城区户口小学毕业生（含
九年一贯制学校）按照所属施
教区分配到相应初中就读，非
城区户口的毕业生由教育局统
筹安排。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要求在
本地直升初中，在农村小学就
读的直升就读小学的对应初
中，在城区入学范围小学就读
的直升教育局统筹安排的初
中。如因本地户籍小学毕业生
回施教区学校、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随监护人工作和生活地点
变化等特殊困难，要求变更直
升初中的，须提交相关材料另
行办理“变更直升初中”手
续。

2.做好直升表册填写工作
各小学要正确填写“直升

表”、花名册的有关信息。“直
升表”一人一表，小学毕业生
直升初中花名册打印一式三
份，一份自留，一份交中学，一
份交教育局基教科。各小学要
指定专人负责审核，审核无误
加盖单位公章后，办理直升手
续。各学校应加强学籍审核，
严格学籍管理，实行“一人一
籍、籍随人走”，杜绝随意转学、
变相择校、漏报学生或“直升
表”外流等不规范行为。

3.办理直升手续
（1）办理直升初中手续。

农村小学毕业生直升表、毕业
学生花名册由中心小学在 6月
28 日前完成与本镇 （区、街
道）对应初中交接手续，填写
交接表；城区小学毕业生直升
初中工作，由市教育局负责，
中学参与、小学协助，毕业生
直升表、毕业生花名册由各小
学填好后于6月28日前送达教
育局基教科。

（2） 办理变更直升初中
（含“农返城”）手续。因回
户籍地学校就读，或因监护人
工作和生活地点变动，在原就
读小学直升对应初中就读有特
殊困难，经原就读小学和直升
对应初中审核同意后，可办理

“变更直升”初中手续。其中，
符合就读城区初中条件的农村
或外地小学毕业生，要求就读
城区初中（“农返城”），由家长
到学生就读的小学办理进城就

读初中手续。办理手续时须提
交以下材料：学生随监护人在
城区入学范围的户口簿、监护
人城区入学范围的房产证原件
和复印件。以上学生要求变更
直升城区初中的手续由就读小
学受理审核，经本镇对应初中
复核后由小学于 6月 9日前送
教育局基教科办理。

三、转学办理程序

需要办理转学手续的学
生，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
持有效证明材料（流动人口适
龄子女的转学证明材料与入学
证明材料相同），向有空余学位
的转入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
门提出转学申请，经审核同意
后，再到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
行政部门办理转出手续。镇江
市内跨市（区）转学的应从严
控制，办理程序为：由户籍所
在地教育行政部门开具《跨市
（区）就学联系函》，经流入地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同意，按
学籍管理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
方可入学。

学年中途原则上不办理转
学手续。教育局集中办理转学
的时间为每年8月下旬。

学校不得接收没有办理转
学手续的学生。

四、招生工作要求

（一）加强对招生工作的
领导

中小学招生工作政策性
强，为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
行，市教育局成立中小学招生
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招生工
作的领导、决策、指导和协
调。各镇（区、街道）政府和
学校也要建立相应组织，及时
向社会公开招生信息，严格执
行政策规定，保证招生工作的
稳定有序进行。各中小学招生
工作方案于5月29日前、小学
与初中择校生招生工作方案于
7月25日前送教育局审核。各
镇（区、街道）中小学经审核
的招生工作方案应及时报送镇
（区、街道） 政府。各校 5月
31 日前要在校门口醒目处张
贴招生通告，招生通告必须明
确施教区范围、招生时间、招
生程序、所需材料、咨询电话
等。城区各校招生通告于 5月
29日前送教育局审核。

（二）严格义务教育学籍
管理

各校要严格执行省教育厅
颁布的《江苏省义务教育学籍
管理规定》，坚决杜绝无序、
无档招生；各校要切实履行义
务教育控辍保学法定职责，按
照法律规定和国家相关要求，
建立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工作台
账，认真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
制，确保做好控辍保学工作。
各校要在规定比例和审批指标
范围内签发本市“择校就读联
系函”，杜绝滥签或越权签发
现象，如有越权签发本市“择
校就读联系函”的，除取消择
校资格外，追究有关人员招生
违纪违规的责任；各校要按规
定办法实施“直升表”交接，
不得将“直升表”随意交接给
其他单位或个人；新生入学后

需编制全省统一规定的学籍
号，并建立规范的电子学籍档
案。各校填写 《2019 年义务
教育学校起始年级学生入学情
况统计表》于9月10日前报教
育局基教科。

（三）规范学校办学办班
行为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转发省教育厅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办学
行为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意
见》、省教育厅印发《关于集
中开展义务教育学校违规办学
行为专项治理的实施方案》、
镇江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规
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行为
的通知》的精神，不得以任何
形式进行文化测试选拔学生，
坚决抵制在建档、招生过程中
的不规范行为。不得以各类竞
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考级
证书或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各
类考试结果等作为招生入学和
分班依据。义务教育阶段各级
各类学校要均衡分班，平衡配
备各班级教师队伍，做到每班
学生人数、骨干教师、资源条
件的均衡。不得以考试成绩分
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或以
分层走班等形式变相分快慢
班 。城区小学一年级不招收
住宿生，杜绝以住宿生、项目
实验等理由将相对优秀的学生
集中编班的违规办班行为。学
校统一教学进度，统一教学要
求，“零起点”教学。进一步
规范学生竞赛项目，规范教育
教学改革和实验工作。按照
《江苏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要
求，各校要根据实际，合理确定
学校班级规模，严格控制班额，
从今年起，各校起始年级不得
出现大班额（55 人以上）。各
校编班方案8月20日前送教育
局基教科审核，因特殊情况确
需超班额编班的，先向相关科
室提交学校超班额编班申请审
议表，经相关科室审议同意后，
方能超班额编班。

（四）加大招生政策的宣
传、监督力度

建立和完善招生入学工作
公示制度、告知制度和社会监
督制度。对外来创业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起始年级入
学缴纳社保的规定加强宣传。
2019年考虑到实际情况，要求
外来务工人员至少一方提供
2019年 1月开始缴纳社保（含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凭
证。

贯彻落实镇江市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严肃招生纪律，实
施违纪违规责任追究的通知》
精神，严禁无序招生、严禁违规
宣传、严禁侵害学生合法权益、
严禁泄露学生信息、严禁违规
分班、严禁违规收费、严禁收取
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赞助费和捐
资助学费、严禁违规跨区域招
生。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
学籍、学籍造假等现象，不得为
违规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
生办理学籍转接。不得擅自招
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生。
教育局进一步明确招生工作纪
律要求，对违反招生纪律的学
校和个人，一经查实将追究相
关责任人的责任。中小学招生
工作实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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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不完美的父母
本报记者 张吴

谈到现在的很多问题孩子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
丹阳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讲师班成员、华南实验学校
束素芳老师表示：“根源往往都是原生家庭父母在教
育上出现了问题，孩子与父母的关系存在问题。”这一
点打开了束素芳的话匣子，也引起了记者的思考。

“我在成长过程中受着父母好的方面的影响，也
有着父母不好的一面的影响。”束素芳回忆，父亲的挑
剔与苛责，母亲的懦弱与哀怨，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困扰着她的身心，只是一直以来不想去面对，不愿
意承认，且反而“洗脑”自己“天下无不是的父母”。“长
久以来，我的内心住着一对‘完美的父母’，他们光鲜
体面，无所不有；他们学识丰厚，无所不能；他们温情
和蔼，包容体贴……然而当现实和希望不一样，我会
把隐隐伤痛深深埋在心底，总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够
好，才不能得到父母极大的爱、温暖和认同……”她告
诉记者，之后，随着自己渐渐长大，读的书多了，见识
的人与事多了，特别是经历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的
转变，她终于意识到其实世界上并没有完美的父母，
并慢慢接受了“不完美的父母”和他们“不完美的
爱”——比如，“我从父亲的挑剔与苛责中悟到，做人
要懂得进退，说话要知道分寸，管控好自己的情绪，不
与自己和他人过不去”；比如，“我从母亲的懦弱与哀
怨中懂得，女人不能做‘攀援的凌霄花’，在家庭中经
济上要独立，情感上才不会吃亏，才具有更平等的地
位或是更好的话语权”……“因为拥抱了不完美的他
们，我能够重新认识自己，不断修复修正自己，给自己
成长的机会，努力活成孩子眼中‘自己喜欢的父母’的
样子……”束素芳释然微笑——是啊，记者也体悟到：
虽然现在的自己还有很多的缺点和不足，但我也要学
着接纳不完美的自己，通过学习、反思、改变和改进，
期望在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

心理健康小故事：

别盯着杯子
一次，我们几位同学去拜访大学时的老师。

老师问我们生活得怎么样。一句话勾出了大家的
满腹牢骚，大家纷纷诉说着生活的不如意：工作压
力大呀，生活烦恼多呀，做生意的商战不顺呀，当
官的仕途受阻呀……一时间，大家仿佛都成了上
帝的弃儿。

老师笑而不语，从房间里拿出许许多多的杯
子，摆在茶几上。这些杯子各式各样，有瓷器的，
有玻璃的，有塑料的，有的杯子看起来高贵典雅，
有的杯子看起来简陋低廉……老师说：“都是我的
学生，我就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了。你们要是渴
了，自己倒水喝吧。”

我们说得已经口干舌燥了，便纷纷拿了自己
中意的杯子倒水喝。等我们手里都端了一杯水
时，老师讲话了，他指着茶几上剩下的杯子说：“大
家有没有发现，你们挑选去的杯子都是最好看最
别致的杯子，而像这些塑料杯就没有人选中它。”
我们并不觉得奇怪，谁都希望手里拿着的是一只
好看的杯子。

老师说：“这就是你们烦恼的根源。大家需要
的是水，而不是杯子，但我们有意无意地会去选用
好的杯子。这就如我们的生活——如果生活是水
的话，那么，工作、金钱、地位这些东西就是杯子，
它们只是我们用来盛起生活之水的工具。杯子的
好坏，并不能影响水的质量，如果将心思花在杯子
上，你哪有心情去品尝水的苦甜，这不是自寻烦恼
吗？”

心理健康的概念
现代健康概念，早已超出人们的传统认识，它不

仅指生理上的健康，还包括心理和社会适应等方面的
完好状态。即：身、心两个方面。而心理健康已成为
现代健康概念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什么是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的概念是随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因素

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心理学家对心理健康的概念有
以下几种说法：

“心理健康是指人们对客观环境具有高效、快乐
的适应状况。心理健康的人应保持稳定的情绪、敏锐
的智能，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

“心理健康是指在知、情、意、行方面的健康状态，
主要包括发育正常的智力、稳定而快乐的情绪、高尚
的情感、坚强的意志，良好的性格及和谐和人际关系
等。”

“心理健康是指人的一种持续的心理状态，主要
在这种情况下能作良好的适应，具有生命的活力，能
充分发挥其身心的潜能。”

我们认为，所谓心理健康，是指对于环境及相互
关系具有高效而愉快的适应。心理健康的人，能保持
平静的情绪、敏锐的智能、适应社会环境的行为和气
质。

心理健康的标准
美国著名心理家马斯洛为心理健康提出了9条标

准：
1、对现实具有高效率的知觉；
2、具有自发而不流俗的思想；
3、能悦纳自己，悦纳他人，接受自然；
4、在其环境中能保持独立，能欣赏宁静；
5、注意基本的哲学和道德理论；
6、对平常的事物，如朝旭夕阳，甚至每天的例行

工作能经常保持兴趣；
7、能和少数人建立深厚的友情，并具有乐于助人

的热心；
8、具有民主的态度，创造性的观念和幽默感；
9、能承受欢乐和忧伤。

什么叫“透明人”？看看
莉莉你就知道了。

上课时，当同学们积极发
言的时候，莉莉低着头看课本，
一声不吭。都上三年级了，班
主任王老师有一次跟音乐老师
提起莉莉，音乐老师竟一脸疑

惑地问：“你们

班有这个学生吗?”
瞧，莉莉就是这么一个存

在感极低的女生。
这节班会课的主题是“优

点单”。班主任王老师给每位
同学发了一张纸条说：“先写班
上 5个同学的优点，最后再写
自己的优点。”莉莉“刷刷刷”填
完了前面的内容，盯着那最后
一条横线呆愣着，直到老师收

走了这张“优点

单”……
接下来的班会课上，王老

师为每位同学带来了一份“礼
物”——“我的优点单”。王老
师根据上一周同学们填写的内
容，把每一位同学的优点都分
别罗列在了一张纸上。莉莉从
老师手里接过那折叠起来的薄
薄的一张白纸。她鼓足勇气，
慢慢地打开了这张纸。一行行
文字映入眼帘：林莉莉很细心，
把班级植物照顾得很好；林莉
莉很大方，经常借东西给同学

……最后是王老师工整
的笔迹：读林莉莉

的作文是一种
享受!

几天后，一年一度的全校
征文比赛开始了。王老师鼓励
同学们积极参加，莉莉默默听
着，心里打起了退堂鼓，她把报
名表折起来，迅速塞进课桌
里。没想到，她的一举一动全
落入了王老师的眼里。

放学时，王老师在学校门
口拉住了莉莉：“林莉莉，你每
次的周记都写得很生动，平时
的作文也写得那么好，这次征
文比赛可要好好表现啊！”

回家后，王老师的话一直
在莉莉耳边萦绕。莉莉专注地
构思着作文的思路，思考新颖
的角度。不一会，她觉得文思
如泉涌，一气呵成完成了作文。

第二天，莉莉忐忑地把文
章交给了王老师。“林莉莉，你
真棒！这篇文章一定能获奖
的。”莉莉不好意思地笑了。

两周后，征文比赛结果出
来了，莉莉的作文得了一等
奖！王老师让莉莉上台领奖。
莉莉一阵眩晕，她不知道自己
是怎样从老师手里接过奖状
的，只记得同学们的掌声特别
热烈，老师的脸庞特别亲切。

从那以后，班级里渐渐有
了一些变化。课间，常常会看
见好几个女生用崇拜的目光围
着莉莉，听她眉飞色舞地讲故
事……

原来我这么棒！
新区实小 张沪花

家校共育之

护苗成长

丹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丹阳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
丹阳市心理救助与咨询中心丹阳市心理救助与咨询中心

特约
刊登

公益免费咨询公益免费咨询
全程保密全程保密

心理咨询热线 86556662
地址：丹阳市青少年宫内

心理课堂 知心姐姐：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正是它
们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个体。有人说过：不管你是
谁，身上都有值得别人欣赏的地方。也许，当自
己还没有觉察到的时候，别人早已看到了你的优
点。所以，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闪
光点。在闪光点的照耀下，每一天的学
习和生活都会是充满阳光的、自信的，你
会发现——原来，我真的很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