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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社区文化节走进黄台社区

来来文文化化节节，，一一起起包包粽粽子子过过端端午午
本报5月24日讯（记者 林

媛媛 王倩 实习生 唐静
刘楠） 本周六，也就是5月27
日下午，端午节假期的前一天，
齐鲁晚报创刊30周年暨第二届

“漱玉平民杯”社区文化节第五
站走进天桥区黄台社区黄台公
园北门，除了常规的公益服务
和文艺演出之外，文化节还将
为辖区居民送上端午节专场活
动。

社区文化节第五站恰逢端
午假期的前一天，我们特意举
办端午节特别活动——— 包粽子
大赛。届时，我们将准备好包粽
子需要的所有食材，等您来大
展身手。两三片粽叶、一把米、一
根线，简简单单的几样东西，想
要把它们变成粽子，还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粽叶怎么折叠，
米怎么往里放，线怎么缠，都是
有讲究的。”包粽子达人王爱萍
告诉记者，如果手上功夫不到
位，包出来的粽子要不露馅，要
么形状难看，所以包粽子这事
看着简单，其实真不容易。

黄台社区的居民朋友，如
果您想试一试包粽子，本周六

下午欢迎您到社区文化节亲自
动手。我们也将邀请几位包粽
子达人现场教学，所以就算您
不会包，也不用担心，来现场学
习吧。居民朋友们包的粽子将
由参加社区文化节的居民现场
投票，得票最高的居民将获得
精美小礼品。

27日下午3点，社区文化节
活动正式启动，健康义诊、免费
鉴宝、免费空气检测等公益服
务活动和民俗展示、齐鲁晚报
创刊30周年图片展首先登场。
山东省刘氏古钟表博物馆专家
委员会鉴宝专家刘荣光将来到
现场，如果您有家传的宝物、珍
藏的古董、首饰，都可以拿来，
让专家给看一看真伪。

本届社区文化节的独家冠
名单位漱玉平民大药房将来到
现场为社区居民进行免费义
诊，中医现场教居民免费辨别
真假中药材。一汽丰田也将来
到文化节现场，为居民提供上
门服务。如果您是一汽丰田的
用户，您可以提前拨打一汽丰
田服务电话，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4S店的技术与服务，让您

省去奔波之苦。
参加完下午的活动，享受

完公益的服务，晚上还有更加
精彩的内容等着您。来自黄台
社区的演出队伍将和齐鲁晚报
张刚大篷车爱心艺术团兵妈妈

分团的演员一起，为大家送上
精彩演出。

齐鲁晚报30年，和您在一
起，文化、服务送到居民家门
口。齐鲁晚报创刊30周年暨第
二届“漱玉平民杯”社区文化节

已经走过四站，在每一站都吸
引了大量社区居民的热情参
与，到今年年底，社区文化节将
走进济南市30个社区，如果您
也希望社区文化节走到您家门
口，请拨打电话联系我们吧。

天桥“外来娃”入学要过三条线

““量量化化赋赋分分””今今年年新新增增网网上上预预约约功功能能
本报记者 李飞

“量化赋分”前
家长先网上预约

今年天桥区小学招生继续
实行网络报名、现场确认的办
法，市民子女“划片入学”，外来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量化
赋分”。入学年龄没有变化，截
止到2017年8月31日，年满6周
岁。

市民子女入学报名流程
为：网上注册——— 网上信息登
记 — —— 网 上 申 报 学 区 内 学
校——— 学校网上初审——— 家长
带证明材料原件、复印件及适
龄 儿 童 到 申 报 学 校 现 场 确
认——— 教育局复审——— 学校发
放入学通知书。6月1日-3日市
民子女网上注册。6月6日-7日
家长带资料原件、复印件及适
龄儿童到学校现场确认。6月13
日发放录取通知书。

6月12日-14日，随迁子女
家长在网上进行注册、登记信
息、赋分预约。与往年不同的
是，今年的赋分工作新增了网
上预约功能（包括赋分时间和
赋分地点的预约），家长在天桥
区教育局官方网站报名页面进
行注册后进行网上预约。

家长先在网上注册预约，
后到预约现场赋分；只能用拟
入学适龄儿童的身份证号进行
预约；在赋分现场按照预约时
间（上午或下午）自动排队；在
赋分点门口出示预约信息，信
息正确后进入赋分现场。

随迁子女入学报名流程
为：网上注册——— 网上基本信
息登记——— 预约现场赋分时间
及地点——— 按时到预约地点进
行 量 化 赋 分 — —— 公 布 录 取
线——— 达到录取线者网上填报
有空余学位的学校——— 按照赋

分由高到低录取——— 到录取学
校现场确认并领取入学通知
书。“7月15日至16日，已经被录
取的随迁子女家长带证明材料
原件、复印件及适龄儿童到录
取学校领取录取通知书。”

外来娃入学
要过三条线

今年天桥区的随迁子女
入学有三条线：一是赋分资
格线：主申请人材料齐全且
满一年的，可以参加外来务
工人员随迁子女量化赋分；
二是全区录取分数线：招收
市民子女后，根据空余学位
分别确定黄河南（北）学校录
取线；三是一校一线：各小学
根据本校招收市民子女后的
空 余 学 位 以 及 随 迁 报 名 人
数，确定本校录取线。

“达到全区录取线并服从
调剂的，一定能被天桥区小学
录取。”天桥区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年根据天桥区地理
位置，量化赋分及录取时均按
黄河南、黄河北分别进行，共分
四个批次录取，分别是两次志
愿填报，两次调剂。

达到黄河南（北）录取线
者，在网上填报一所有空余学
位的学校，学校按照赋分由高
到低录取第一批次学生。第一
批次未录取者，第二批次可再
次网上填报一所有空余学位的
学校（须注明是否同意调剂），
学校按照赋分由高到低录取第
二批次学生。

“第二批次未录取且同意
调剂者，由区教育局根据空余
学位情况予以调剂。”天桥区教
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若调剂结
束后，黄河北部分学校仍有空
余学位，区教育局在征求家长
意见基础上，对达到黄河北录
取线，但未达到黄河南录取线，

且同意调剂到黄河北的学生，
按照赋分由高分到低分选择学
位。

三代子女咋入学
量化赋分如何算

今年的赋分时间为6月15
日-24日（含周末），一共10天。
赋分地点设置了两处：天桥区
体育馆（堤口路14号）、天桥区
少年宫（堤口路24号）。

“在准备的外来务工入学
材料中，同一时间段，我既有劳
动合同和社保，又有我名字的
营业执照，可以给我重复加分
吗？”对此，天桥区教育局工作
人员表示，不会重复加分，会就
相对高分的一项进行赋分。

“我在天桥买了三套房子，
可以给我多次加分吗？”工作人
员答复：不会。“在量化赋分中，
根据房产性质，小产权房和有
房产证的房子给予不同分值的
赋分，我们将会选择分值最高
的情况赋分。”

针对三代子女的入学问
题，工作人员也进行了解释：如
果孩子父母没有住房，能够提
供无房证明，并且长期居住在
老人家，可以根据老人房产的
学区划分入学；如果孩子父母
自己有住房，但是长期居住在
老人家，那么学校将根据空余
学位的情况确定是否接收孩子
入学。

关于新建小区已实际入住
的业主子女的入学问题，天桥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的招生计划将恒大滨河左
岸、海尔云世界、三箭瑞景苑三
个新建小区的配套学校已经列
入。若业主户口在天桥区，报名
时选择本小区的配套学校进行
报名。“若学校在开学前没有投
入使用，将先进行安置，待交付
使用后进行回迁。”

在上一场社区文化节上，中医现场为居民把脉问病，受到居民欢迎。 本报记者 林媛媛 摄

作为外来娃较为集中的区域，天桥区的小学招生政策备受
关注。24日，记者从天桥区教育局获悉，今年继续实行网络报名、
现场确认的办法，6月1日-3日市民子女在网上注册、登记信息；6
月12日-14日，随迁子女家长在网上注册、登记信息、赋分预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随迁子女的量化赋分工作新增了网上
预约功能，家长可以网上预约，在赋分的10天中选择适合的时间
和地点参加赋分。外来娃入学要过三条线：赋分资格线、全区录
取分数线、一校一线。

五月的济南植物园，是属于蔷薇花的时光。当你漫
步在蔷薇园中，满廊架的蔷薇花迎面扑来，瞬间令你心
花怒放起来，美得让你眼花缭乱。蔷薇花期在5-8月，而进
入盛夏后，植物园内盛开的蔷薇，也为炎炎夏日送来了一丝
柔情。 本报通讯员 崔璀 马剑 摄

新的招生季到来，又将有一批小豆丁成长为小学生。(资料片)

本报记者 李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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