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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备考
■ 韩昊轩

最近几个晚上，我发现妈妈总是独自一人在房
里静静地看书，有时还开口朗读背诵。原来妈妈所
在单位最近要进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闭卷考试，她正在抓紧时间备考。

我写作业累了，就静静坐在妈妈旁边看她备
考。我发现她不仅把许多方案内容背了下来，还把
全部的模拟题都做了两三遍。妈妈跟我分享了她的
学习技巧。她说有的内容需要理解记忆，有的则需
要反复背诵加深记忆。

妈妈告诉我，QFLP是指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DLP是指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这两个词有一处
字母不同：一个是“F”，即 Foreign（境外）；一个是

“D”，即Domestic（境内），这样区分就能牢牢记住。
在学习“5个自由便利、1个安全有序流动”这部

分内容时，妈妈将关键词编成了一个小故事：一个外
国人想到海南自贸港做生意（贸易），打算投资，让外
币进入自贸港（跨境资金流动）。这个老外便亲自到
海南考察（人员进出），了解运输来往情况，与合作伙
伴分析市场数据。妈妈说，这样就能记住“贸易自由
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
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
动”这些要点了。

妈妈告诉我，一些模拟题的答案其实就隐藏在
题干里。接着，她又给我举了几个例子，我感觉收获
良多。

昨天下午，妈妈参加考试回家后，我问她考得怎
么样。妈妈微笑地说：“感觉还不错，单选、多选、填
空和判断题我有信心全都做对。”

［作者系海口市四中初一（1）班学生］

习作

关键词

划片查询

问：如何查询自己居住小区的划片
对口学校？

答：家长可下载“码上办事”App，
查询居住地的划片对口学校。但查询
结果有可能存在误差，仅供参考，具体
以《细则》中明确的划片范围为准。

关键词

户籍

问：孩子和家长不是同一类型户
口，怎么填报？

答：填写入学人信息时，户籍类型
和地址都应该按照入学人的实际情况
进行选择和填报。孩子是什么类型的
户籍，就填报什么类型。

问：女儿今年要上小学一年级，
她的户籍在海口市秀英区，但是我购
买的房产在龙华区，平时全家人都在
龙华区居住。应该以孩子的户籍地
还是房产所在地申请公办学校学位？

答：以实际居住地为准申请入
学。

关键词

年龄

问：孩子 2014 年 9 月 10 日出生，今
年可以申请就读小学一年级吗？

答：年龄满6周岁的适龄儿童，即
2014年8月31日（含）前出生的孩子才
能申请就读小学一年级。

关键词

房产

问：孩子父母在海口有多处房产，
应该以哪套房产来申请学位？

答：适龄儿童少年及其父母在海口
市城区自有住房居住，有多处住房的，
以现居住地为准。

问：孩子父母在海口做生意，5年前
买了一个铺面，全家人都居住在铺面
内。可以用铺面来申请学位吗？

答：根据《细则》，商城、商场、酒店、
铺面、作坊、工厂、仓库、写字楼等加工、
营业场所不作为居住地申请划片入学。

问：住祖宅、自建房、公房、单位房
的，网上申请学位时相关信息如何填
写？

答：①祖宅或自建房的，在选择住
房类型时应选择“自有住房”，再选择具
体的住房类型。需提供该住房的有效
材料及镇（街道）、村（居）委会开具的相
关证明材料；②公房、单位分配房，住房
类型可以选择“其他”，房屋产权人可选
择单位分配住房的孩子监护人，并上传
单位开具的相关证明；③居住政府保障
性住房的，需提供该保障性住房分配的
相关证明材料。没有任何证明，可不上
传相关材料，但会影响申请结果。

问：房子是家里老人的，老人已故
无身份证怎么办？

答：根据《细则》，只有适龄儿童少
年与父母随祖辈（直系亲属）同户口簿
同居住的，且父母及本人在海口无第二
处住所的，才可将房屋产权人选为祖辈
申请学位。若祖辈已故，无法填写身份
信息，可以选择孩子的父亲或母亲作为
产权人提交相关信息，后续再在线下审
核环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问：房子拆迁了，居住地址怎么填？
答：房屋拆迁两年内，可以填写原

地址，并提供拆迁证明；房屋拆迁两年
后，需填写现居住地址。

“女德”
无关道德，有违平等

■ 赵琬微

近日媒体报道，某夏令营活动中，一名身着传统
服饰的女孩在演讲中宣称“戴美瞳的都是不正经的
女孩”等言论引发舆论热议。虽然相关部门已经查
处这一夏令营，但为何类似的“女德”培训屡禁不止？

令人匪夷所思！在现代社会竟还有如此封建的
观念，通过规范女性的日常言行达到禁锢目的。更
想不到的是，在包装成夏令营、培训班等形式后，有
不少家长自愿报名参加，花钱让孩子受到精神迫害。

殊不知，课堂上传授的违反科学、歪曲事实的教
学内容，不仅不会帮孩子走出青春困惑，还可能让她
身心健康受到损害。更有甚者，在错误信息引导下
落入了“男尊女卑”的歧途，错失了培育独立人格的
良机。

近年来，关于“女德”相关培训中奇葩言论不绝
于耳。如2014年有“女德班”让现代女性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2017年传出宣扬女子点外卖、不刷碗就是
不守“妇道”的言论。多年来，相关培训班为何屡遭
取缔却层出不穷？

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外衣里，包裹着的是对未
成年人教育的任性与失当。在夏令营的招生通知中
提出，参加夏令营可以解决青少年不爱学习、亲子关
系紧张等问题。想必一些家长在报名的时候，初衷
并非热爱传统文化，而是希望诉诸“感恩”“孝道”等
传统观念，让孩子更加乖巧听话。

正是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念和“控制孩子”的需
求，让商家嗅到“女德”培训存在的土壤，在屡次被查
处后依然改头换面出现。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幌子传
播“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糟粕，迂腐思想死灰复燃
的背后，迎合了部分人对于子女教育茫然无措、急于
求成的需求。

要彻底根除“女德”培训的土壤，要对各类夏令
营加强监管督察，对“女德”培训等格调不高的责令
关停。另一方面，更要加强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让
更多家长懂得良好的精神品格、和谐的亲子关系需
要依靠科学的方法和长期陪伴，几天的“培训班”不
是灵丹妙药。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妇联等部门要大
力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在家庭中构建男女平等的
氛围，在社会上倡导两性权利、机会平等和责任共担
的清晰认识。营造未成年人成长的健康氛围，让更
多女性在科学、现代的教育观念指导下，成长为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人。

说到底，男女平等是个浅显的问题。如果谁在
这个问题上还有困惑，不妨问问自己：你是否愿意让
自己的女儿，接受那些曾以道德之名强加给你曾祖
母的精神束缚和行为约束？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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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2020年海
口市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工作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细则》）发布，
明确了今年义务教育
学校的划片范围和招
生要求。今年海口中
小学网上申请学位的
时间是7月 30日至 8
月6日。

学生家长名下有
多套房产如何申请学
位？房东房产的学位
名额已经用过，租客是
否还能再申请学位？
报了民办学校没被录
取，是否还可以报公办
学校？……近日，海南
日报记者针对家长们
关心的网上申请学位
热点问题，邀请海口
市、区教育部门有关人
士进行解答。

热点 快言快语

关键词

民办学校

问：想上民办学校也要在网上申请
吗？

答：今年海口实行公办和民办学校
同步报名，同步招生。符合在本市入学
条件的学生，既可选择在公办学校就
读，也可选择在民办学校就读，但不能
同时既报公办学校又报民办学校。家
长要报民办学校，应在7月30日至8月
6日登录“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申请
平台”填写入学信息，届时平台上会有
公办和民办两个申请入口，家长根据个
人意愿选择入口填报。

问：孩子是澄迈户籍，可以报名就
读海口的民办小学吗？

答：民办学校原则上在海口市域范
围内招生，实行免试入学，与公办学校
同步报名，同步招生。民办学校报名人
数少于招生计划时，应全部录取报名学
生；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时，应实行
电脑摇号、随机录取。经政策性直招、
对口直升和志愿摇号派位录取后仍有
剩余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经主管教育
部门批准后可跨市县招生。因此，是否
能跨市县入学，要看您申报的民办学校
学位情况而定。

问：海口的民办学校也是划片入学
吗？

答：民办学校原则上在海口市域范
围内招生，不实行划片入学。

问：今年首次实行民办学校和公办
学校同步招生。如果报了民办学校没
被录取，是否还可以报公办学校？

答：如果民办学校报名人数超过招
生计划，市、区教育局会在8月11日前
完成民办学校摇号组织工作，公布摇号
结果。8月12日，选报民办学校未被录
取的学生，报名系统会自动将其信息返
回“海口市中小学新生入学申请平台”，
由片区公办学校审核入学资格。公办
学校的线上审核时间是8月 8日至15
日，如果报了民办学校未被录取，片区
公办学校仍然有时间审核学生入学信
息，报民办学校未被录取也不影响申请
公办学校学位。

关键词

监护人

问：孩子父母离婚，监护人是孩子
的父亲，母亲一栏的信息是否需要填
写？父母名下均有房产，孩子和父亲居
住，是以母亲名下还是父亲名下的房产
来申请学校？

答：离异家庭只需填写监护人信
息，所以孩子母亲一栏的信息可以不
填，应以孩子父亲名下的房产来申请。

关键词

居住证

问：父母都办理了海口居住证，孩
子没办，可以申请入学吗？

答：非海口市户籍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申请入学的，须提供父母及随迁子女
2年以上的《海口市居住证》（从2020年
8月向前推算）。父母办居住证时，若在
公安部门备注携带入学子女的，可以申
请入学。

关键词

租房

问：租房多年，但网上申请时，起租
年限为何只能选2017年—2020年？

答：海口市各区租赁管理所目前可
校验的信息在2017年至2020年期间，
若超出此范围，用户可不填起始年份。
后续需要提交线下材料审核。若用户
有多张租赁证明，只需填报在海口近两
年的租房信息。

关键词

社保

问：孩子父母在海口工作，缴纳的
是省级社保，可以申请海口的小学学位
吗？

答：原则上父母作为监护人，应有
一方在海口工作，孩子才能在海口入
学。因此缴纳省社保的，工作单位须在
海口市，才能申请海口的学位。

关键词

一户一生

问：家里有两个孩子，两年前已经
用自家房子给老大申请了学位，今年还
能再给老二申请学位吗？

答：根据一户一生原则，若该住所
（套）目前已有学生正在划片对口学校
就读的，由实际居住地的区教育局统筹
安排入学，但同一法定监护人不受此限
制，所以二孩或双胞胎都可用同一住所
申请入学。

问：在海口租房居住，房东的孩子
此前以这套房产申请过初中学位，我
家孩子今年是否还可以申请小学学
位？

答：同一合法房产，申请不同学段
的学位，可以不受一户一生原则限制。

？

近日，家长在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咨询孩子入学问题。
本报记者 计思佳 摄

1

2

3

4

5

6

7

9

8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