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
C

B

A

提醒

育 2021年4月7日 /星期三 / 教育健康部主编 / 责编 解素蔚 / 美编 蔡红 / 校对 谢志忠教 A16
·普教通

羊城晚报讯 记者蒋隽报道：3月 30日晚，
南沙区教育局发布《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等方
案意见的公告，成为今年广州首个透露中小
学招生细则的区，细则提出五校资源共享扩
大为七校。

严格落实“人籍一致”

变化之一，首次提出严格落实“人籍一
致”。《广州市南沙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实
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第四章、第十二条规定：
当年招生工作结束后，学校应通过公示栏、学
校网站或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公布招生结果；按
随机编班原则做好学生编班工作，在校内公示
栏公示编班结果。学校需于当年 9月 15 日前
做好学籍信息收集、汇总、校验、上报工作。学
校要严格落实“一人一籍，人籍一致，籍随人
走”的学籍管理要求，严禁“人籍分离”“双重学
籍”等情况出现。

这是“一人一籍，人籍一致，籍随人走”的
学籍管理要求在南沙的招生细则中首次出
现。这一变化，对全市学生、家长、学校都有参
考价值，去年广州市开启中小学招生就近免试
入学、公民同招，今年进一步强调严禁“人籍分
离”“双重学籍”等情况出现，说明教育政策对

“密考”、“掐尖”等违规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
低，学校须规范办学。

此次细则的有效期是 5年，而不像往年的
招生细则有效期仅为1年，说明该政策将有长
期持续的稳定性。

五校资源共享扩大为七校

此外，五校资源共享扩大为七校。对于南
沙区的家长们来说，除了学校的招生地段外，
最关心的就是七校的资源共享招生计划，除了
原有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学、广州第二
中学南沙天元学校、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南沙实
验学校、广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学校和广州市湾
区实验学校以外，新增了广州市执信中学南沙
学校和广州市南沙区滨海实验学校二校。

七校按当年招生计划的 51%就近入学、
49%资源共享，使得每一个南沙学生通过电脑
派位都有入读优质学校的机会，让优质教育资
源惠及更多学生。

不过，今年传统五校的资源共享招生计划
有所减少。其中，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中
学、广州第二中学南沙天元学校、广州大学附
属中学南沙实验学校、广州市湾区实验学校的
资源共享招生计划由 470个减少到 441 个；广
州外国语学校附属学校的资源共享招生计划
由353个减少到了323个。

南沙率先出台
中小学招生细则
五校资源共享扩大为七校

高三，对每个学子而
言，都是一场心理战。

有同学苦恼：“我有较
好的基础，也曾在学习上达
到自己理想的高度，然而只
是那一次或几次而已。太
想跨越，太想证明自己的
我，越是着急，越停滞不前，
甚至还在后退。在别的同
学都在拼命往前赶的时候，
我却不知所措。”

还有同学表示：“高三
开始到现在，我一直很努

力，但不知道为何，自从一
模后，感觉特别疲惫，学习
效率下降了。我很担心这
种状态持续下去会让我实
现不了高考的目标。”……

如何克服高三阶段的负
面心态？执信中学学生发展
指导中心的4位专职心理教
师分别来自华南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心理学专业，研究
领域广泛、深入，他们梳理了
学生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
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课本上的每一个字我
都太熟悉了，看到题目我就
烦，学到现在这个份上，还
能再学到点什么？”临近高
考，不少同学感觉，重复看
同样的知识，久而久之对其
产生不耐烦的情绪。

指导中心的老师指出，
这是很普遍的“心理饱和现
象”。要克服这样的心理现
象，首先要正视它。正如一
个装满鹅卵石的杯子一样，
表面上看好像装“满”了，但
其实鹅卵石之间还有很多

空隙，仍可以往里面加入细
砂、食盐等颗粒更小的东
西，最后还可加入水等溶解
物。所以，感觉自己学不进
东西的同学，主要是“心”的
问题，而不是“能力”的问
题。其实大家还有很多潜
力可以挖掘。

但老师也建议，学累了
可以适当进行一些体育锻
炼（如慢跑等），脑力体力相
互促进，可以提高学习效
率。各门学科交叉学习，也
可以促进学习效率提高。

学到一定阶段，学习效
率 低 、进 步 缓 慢 ，甚 至 停
滞？别慌张，这是“高原现
象”，是生理和心理的疲惫
造成的。

心理老师介绍，“高原
现象”不是学习极限，走出
高原期后，学习效率和学习
成绩还会提高的，绝大多数
人都会走出高原期，只是有
的人时间长点，有的人时间
短点。

克服“高原现象”有三
招：一是学习不打疲劳战，
注意调整学习和休息的关
系，做到劳逸结合，注意与
同学和老师沟通，合理安排
学习时间，减少心理疲倦。
二是不断积累成就感，学习

过程中，要客观分析各方面
情况，将自己的目标分解成
若干小目标，由近而远、由
小而大、由少而多地攻克目
标，不断地给自己以成就
感。三是重视心理意象训
练，具体来说，就是每天睡
觉前把自己当天学习或训
练的东西再在头脑中清理
和思考一遍，进行一次无纸
笔的训练，早上起来以后也
可以再搜索一遍。经验证
明，坚持心理意象训练是完
成由知识到能力、由能力到
意识的重要一环。坚持做
下去，有利于新旧知识的融
合，使知识点、联结点、生长
点织成一幅有张力的网，进
而扩展学习者的认知结构。

高三复习阶段，三天一小考、五
天一大考，考试次数多了，同学们总
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有的同学“失
手”一次，就给后面的考试留下“阴
影”：“一提到考试我就害怕……”

“一考数学，就想到上次我数学考得
一塌糊涂……”如何走出失败的“阴
影”？

心理老师建议，第一建立积极的
思维模式。同一件事从消极的方面
看，会加深我们的忧虑和心理阴影，
但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分析，则会增强
信心和力量。例如，当你想到考试开
始紧张的时候，可以尝试积极应对：

“一点点紧张会有利于考试的发挥，
因为它有助于调动我们身体所有的
资源去帮助应考，所以这点小紧张有
助于提高我的成绩。”再例如，当你想
到曾经数学考试失败过，可以尝试这
样想：“可能上次考得不好是提醒我
更加认真，这一次我可以通过更全
面、更细致的准备来弥补……”

第二是神奇的自我暗示。在高
考冲刺阶段，越是给自己积极的暗
示，越能发挥内心的“魔法”，让自己
取得更理想的成绩。不妨写上一句
特别能够激励自己的积极暗示语，
注意不要使用否定的词语。

心理学认为，人的学习生活中，情绪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它像染色剂，使人的学习生活染上各种
各样的色彩。

指导中心的老师们指出，在迎考复习中很多同
学的情绪和学习状态很受成绩的影响，随成绩的高
低起伏而大喜大悲。其实，从一模到高考前，最佳的
情绪状态应该是积极而平稳的，即让自己每天都处
在充实但又平静喜悦的状态里。

同学们可以淡化高考的神圣感与高不可攀感，
集中注意力关注如何扎扎实实地复习来追求一种踏
实心安的感觉。在应对高考时不要把问题想得太复
杂和太困难，不要无端地给自己预设困难，让自己还
没开始就先怯场了。只要别把高考看得那样神圣、
那样高不可攀，学习起来、应对起来就会轻松多了。

进步缓慢甚至停滞？克服“高原现象”

看到题就烦？战胜“心理饱和现象”

高三，打的就是心理战

害怕失败？建立积极的自我暗示 保持积极而平稳的情绪，扎实备考

广州义务教育招生拟增负面清单

对比往年，《指导意见》出台后义务教
育招生将有哪些变化或调整？市教育局
相关人员介绍，《指导意见》拟在部分细
节作微调和完善。在“总体要求”部分，
拟适度增加招生工作原则性要求。包括：
统筹公民同招；履行控辍保学责任、健全
义务教育保障长效机制；严格按照“学校
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要求，推进免

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根据推进免试就近入学全覆盖的要

求，结合广州实际，在公办小学招生部分拟
明确：公办小学非正常跨区域招生比例必
须控制在5％以下，并逐年减少；全面取消
义务教育学校各类特长生招生；优先发展
公办义务教育；建立完善学位预警机制；落
实减证便民要求和加强学籍管理等。

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意见》拟出台
“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负面清单及
处理措施”，对“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负面清单及处理措施”予以完善，拟将

“面试、人机对话”、“夏（冬）令营”、“研学
活动”、“国际课程班”等与招生相关行
为，以及“通过设置奖金等方式违规争抢
生源”纳入负面清单范畴。

可以看到，2021年的负面清单比2018
年新增了几点内容：2018 年的违规内容
里，第一点是“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而
在2021年的表述里，新增了“面试、人机对

话等”内容；2018年的清单提到“借助社会
团体、培训机构等组织通过考试、竞赛、培
训、测试排名等形式选拔学生”是违规的，
在2021年的清单中，新增“夏（冬）令营、研
学活动”为选拔学生的违规方式；2018年
负面清单第九条曾明确不能“以重点班、快
慢班等各种名义进行招生”，2021年则进
一步明确以“国际部、国际课程班等各种名
义进行招生”也是违规行为；2021年的负
面清单里，新增了第13条：“通过设置奖金
等方式违规争抢生源”，而这一内容在
2018年的清单里并无提及。

《指导意见》拟规定，各区教育行政
部门要统筹做好公、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报名、资料审核、电脑派位（或对口
直升等）、录取、注册等各项工作。当年
招生工作结束后，学校应通过公示栏、学
校网站等渠道公布招生结果；按随机编
班原则做好学生编班工作，并公布编班
结果。学校需于当年9月 15日前做好学
籍信息收集、汇总、校验、上报工作。学
校要严格落实“一人一籍，人籍一致，籍
随人走”的学籍管理要求，严禁“人籍分

离”“双重学籍”等情况出现。
广州市教育局表示，将继续对招生工

作保持高压严管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严
厉打击违规招生行为，维护招生秩序和教
育公平，一方面加大违规招生查处力度、
管好学校和校长，另一方面严肃治理校外
培训机构及其他第三方等主体参与招生
的行为，一旦核实，一抓到底，从严追究相
关单位和相关人员责任，坚决遏制扰乱招
生秩序、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破坏教育生
态、违背教育公平的现象。

此外，《指导意见》拟明确取消特长
生招生和规范公办外国语学校招生要
求，拟明确港澳籍适龄儿童少年群体入
学的有关要求。

征求意见稿规定，区属公办外国语
学校招生方式应与辖内其他区属公办
中小学一致，即采取由属地区确定的
单 校 划 片 或 多 校 划 片 的 方 式 进 行 招
生 。 市 属 公 办 外 国 语 学 校 初 中 采 取

“学生自主报名，学校组织电脑派位”
的方式进行招生，由学校制订具体招
生方案，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执
行。

近年来，广州推进集团化办，新办学
校多为一贯制学校，如何升学？《指导意
见》拟明确，严禁择优性质的电脑派位、
集团化办学择优直升、九年一贯择优直
升及其他择优直升的做法。

Q:租购同权是什么意思？
A:保障接受义务教育权益，

而非入读地段对口学校

有家长提问，听说广州实行“租购
同权”，是否意味着广州租房也可以让
孩子入读对口地段小学？

市教育局表示，“租购同权”在教育
公共服务方面，是指保障符合条件的承
租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而不是
指保障入读地段对口学校。对于具有
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含政策性照
顾学生），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
本市无自有产权住房，以其租赁房屋所
在地作为唯一居住地，持当地住建部门
认可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由实际租住地
所在区统筹安排到义务教育学校就读，
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权益。来穗人员
为其随迁子女以积分入学方式申请义
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学位的，由各区结
合实际按来穗人员积分制管理等有关
规定办理。具体实施细则由各区教育
行政部门制定。

Q：学生摇中民校后放
弃，如何入读公校？

A:各区按照相对就近原则，
为其统筹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家长们普遍关心报名民办学校和
公办学校的关系，以及如果孩子摇中民
校但放弃后，如何入读公办学校。

市教育局答复，为最大程度保障学
生和家长的选择权，广州市拟基本延续
以往招生工作主要进程，分别明确公办
学校和民办学校的录取结果，安排公民
办小学、公民办初中在同一天组织新生
注册，由家长和学生自主选择确定注册
学校，注册即确定学位。

政府兜底保障户籍学生公办学
位。对于已被民办学校录取、但自愿放
弃民办学校学位的本市户籍学生，各区
按照相对就近原则，为其统筹义务教育
公办学位，但最终统筹的公办学位不一
定是原电脑派位或者对口直升学校的
学位。具体安排由各区确定。

不符合政策性照顾条件的非广州
市户籍学生，可以按当地区指引或规定
申请入学，包括积分入学，或者参加民
办学校补录等。

学生选择公办学校，而放弃民办学
校学位，致使民办学校空出来的招生计
划，如何安排录取？市教育局表示，义
务教育民办学校在电脑派位和录取中，
如未完成招生计划，可以实行补录，由
各区组织；具体补录工作细则由各区根
据实际情况确定并向社会发布。

统筹公民同招，
建立完善学位预警机制

拟增加负面清单，
通过夏（冬）令营选拔学生属违规

严禁“人籍分离”“双重学籍”，
严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参与招生

明确取消特长生招生，
严禁集团化办学择优直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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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题就烦、进步停滞、害怕失败？

高三学子如何克服
文/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谢小蕾

看到题就烦？进步缓慢
甚至停滞？害怕失败？离高
考只有两个月，高三一模也
考完了，考生出现以上心理
问题如何破？日前，广州市
执信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中心
的老师们给学子送上一份心
理礼物——《高三备考心理
锦囊》，指导高三学子化解和
克服心理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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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规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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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州市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今年的小学、初中招生政策有何变
化？与往年相比，《指导意见》拟规定公办小学非正常跨区域招生比
例必须控制在5％以下；“面试、人机对话”、设置奖金违规争抢生源
等都将纳入负面清单；小升初将明确取消特长生；严禁“人籍分离”
“双重学籍”。市教育局明确表态，将继续对招生工作保持高压严管
态势，以零容忍的态度严厉打击违规招生行为。｛
言教育

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