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21 年普通高考
网上报名 10 月 10 日至 16 日进行
根据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关
于 做 好 我 省 2021 年 普 通 高 考 报 名 工 作 的 通
知》，我省 2021 年普通高考（含艺术、体育类）网
上报名工作定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6 日进
行， 体检将在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之
间进行。

报名分为三阶段：
网上报名时间：2020年10月10日至16日
网上缴费时间：2020年10月17日至21日
报考艺术、 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在完成文化
考试报名后， 还需进行专业考试网上报名和缴
费，各类专业统考网上报名、缴费的时间安排在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4 日。
现场确认时间：2020年10月22日至11月6日
其中，艺术、体育类考生现场确认时间为 10
月 22 日至 23 日， 普通类考生现场确认时间为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6 日 （具体安排由各地结合
本地实际实施）。

随迁子女需满足哪些条件可在我省
参加高考？
凡父母在我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含租
赁)， 在父母就业和居住地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和
3 年完整学习经历且符合普通高考其他报名条
件的随迁子女，可在就读地县(市、区)招考机构
报名参加普通高考。

链接
这些事项一定要注意
1、查看身份证，核对有效期。 第二代居民身
份证居民身份证是考生高考报名的必要证件，
会用于采集考生个人的基本信息(比如：姓名、民
族、出生年月、身份证号码等)。 如果身份证不小

心丢失了或者临近过期， 考生要尽快到户籍所
在地公安部门重新办理身份证。
2、及时更新个人身份信息。 高考报名时候，
居民身份证采集的个人信息要与户口簿一致。
如果考生因为搬迁等原因而导致户籍发生改
变， 要及时到当地公安部门重新办理户口簿和
居民身份证， 确保与当前公安部门户籍信息一
致。
3、最好由考生亲自填写填报信息。 报名高
考时所提供的材料必须是真实有效的， 而且信
息要准确无误。 考生要对自己填报信息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 凡不按规定要求报名，如
网上报名信息误填、 漏填或者填报了虚假信息
将影响考试及录取的， 责任也将由考生承担。
（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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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短波
通川教育人论道
“
通川有礼”
本 报 讯 9 月 24
日， 达州市通川区教
育和科学技术局组织
四川省王仕斌名校长
鼎兴工作室成员单位
校长以及通川区部分
小学校长，齐聚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就如何“创建
有礼之校，培育有礼之人”，如何打造“通川有礼，贡
献教育力量”进行精彩论道。通川区委教育工委副书
记杨万瑞、区教科局机关党委书记吴娇莅临指导。
参会人员博古论今， 从中国五千年文化孕育出
文明礼仪之邦谈到今天教书育人，大家畅所欲言，纷
纷发表自己的“礼”教观点。
王仕斌校长指出：如何做到有礼？教师不仅是礼
的践行者，更是礼的传教者。 教师有礼则学生懂礼，
学生懂礼则礼可传。 教师真正懂得“通川有礼”的内
涵，才能助推学校成为品质学校。王仕斌校长给出了
“三个建议”,提出了“五个希望”：他建议各校要巧妙
对接精神，自然融入文化；架构机制、体系，铸造德育
品牌；文化润泽校园，礼育锻造新人。 他希望各学校
围绕“通川有礼”，建“品质学校”，要进一步明晰学校
发展的愿景和目标；进一步完善学校文化建设体系；
进一步研发相应课程；进一步建设好教师团队；进一
步探索并处理好“儿童视角”与“成人引领”的关系。
杨万瑞副书记强调：各学校要围绕“通川有礼之
教育有礼”，找准工作方向，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完善
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通过工作的开展，真正让“礼”
深植于师生思想中，展现于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各
校要加大“教育有礼”宣传力度，定期向教科局报送
工作开展简报，并通过媒体全方位的展示工作动态。
他勉励各位校长：在以后的工作中，要以走向高品质
学校为目标，坚定教育使命担当，打造高品质校园，
助推通川高品质教育建设， 为品质通川建设贡献教
育力量。
（本报记者）

通川区七小牌楼分校举行班主任论坛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第七小学牌楼分校举行了
班主任论坛。 班主任围绕“通川有礼 礼润校园”之
“班级有我”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吴南松校长为本次“班级有我”班主任论坛活动
作了总结，他从“礼”从何来，“礼”在何处，“礼”向何
方三方面解读了“通川有礼”。 他强调，班主任要提升
自我价值，做一个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文明有礼的
班主任；要认真细化班级管理，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在
潜移默化中引领每个孩子规范自己言行， 争做文明
有礼通川人。 同时，他还要求各位班主任在学校开展
的“”五有”活动（有礼
校园、有礼支部、有礼
教师、有礼学生、有礼
家长） 中贡献力量、履
职尽责，把活动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引向深
入。
（牌楼）

通川区三小举行新进教师展示课活动
本报讯 为进一步转
变教学观念，提升教学业
务技能，推进教学方式的
转变，提高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促进新进教师在交
流中取长补短， 共同提
高。9 月 24 日，通川区三小举行了新进教师课
堂教学展评活动。
新进教师通过自己深入思考，精心备课，
在课堂上充分展示了自己最优秀的课堂教学
风采。 此次活动，学校领导以及各学科教师均
亲临课堂认真听课学习， 并认真做好听课笔
记。 课后，大家还根据听课感受进行了研讨交
流。
龙道清校长要求大家： 做一名爱学习的
老师。 向书本学、向有经验的老师学、向名师
学；做一名不断更新知识和创新的老师。 只有
不断学习、研究、实践，才能逐渐脱离传统的
教师形象，向一名创新型教师发展；做一名有
思想的老师。 教育是个事业，教育更应该成为
教师的理想，让教育真正成为既教书，又育人
的事业，让教育实现孩子成功与成才的夙愿；
做一名有教育情怀的老师。 学会坚守，学会执
着， 学会从职业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幸
福的天空。
（三小）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学生
激情朗诵《我的祖国》
本报讯 9 月 26 日下午， 通川区七小新锦
学校四年级的四十名学生来到达州市图书馆，
参加“
全民欢歌庆国庆，万人赏月诵中秋”活动。
七小新锦的孩子们用自信、 坚定而富有感
染力的声音，激情澎湃地朗诵《我的祖国》，诠释
历史，展现当下，憧憬未来。 孩子们怀揣赤子之
心，深情表白最亲爱的祖国，把对祖国深深的爱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展现了作为新时代少年
朝气蓬勃、向上向阳的精神风貌。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自建校以来， 厚植爱
国主义教育，高度重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积
极组织学生开展、参加各类诵读活动，把诵读融
入课程，融入家庭，融入社会。 让诵读为孩子们
的人生打下底色，助力通川品质教育，助推“品
质通川”。
（李青莲）

达川中学勠力同心谋提升

罗江八一希望学校举行
争当“三星”干部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 近日，
通川区罗江八一希
望学校全体教职工
齐聚学术报告厅，
参加了“传达学习
区委五届十一次全
会、争当‘三星’干
部”工作推进会。
党支部书记、 校长吴晓平组织大家学习
了区委五届十一次全体会议精神， 并就争当
“三星”干部工作作了动员讲话。 同时，就学校
怎样具体贯彻落实《通川区融入“双城圈”建
好“示范区”争当担当作为“三星”干部实施方
案》作了安排部署。 他要求：提高认识，统一思
想，认真制定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评选方案，
并以此为契机，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争
一流的担当精神在全体教职员工中盛行起
来；全体党员、行政干部要率先垂范，争当引
领，在学校形成群星闪闪的良好氛围，为建设
模范八一学校而努力，为建设“品质通川”不
懈奋斗；加大宣传力度，要隆重地将学校那些
具有担当勇气、担当态度、担当能力的同志树
为典型，用榜样的力量带动整体。
全体党员及行政人员纷纷表示， 为早日
把学校建成品质（模范）校而贡献力量，为建
设
“品质通川”不懈奋斗。
（周永军）

本报讯 9 月 25 日下午，达川中学初 2018
级召开本期第一次学情分析会。
会上， 学校党委书记代光兵在讲话中指
出，除了本次年级组层面所进行的各类数据分
析外，各班、各学科还要结合学生的学情认真
分析，该补偏的要补偏；年级、班级要激发团队
协作精神，加强过程管理，认真考核，不走过
场；要本着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负责，既重视学
生的学业进步，又要重视身体锻炼、心理健康、
观念意识、法治和安全、文明习惯养成等教育；
学校要为毕业年级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
力的后勤保障。 最后，他希望广大初三教师为
了孩子的成长，为了自我价值实现，为了年级
组荣誉，为了学校发展，戮力同心，顽强拼搏，
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学校分管副校长许景烈结合年级组今期
开学以来情况，希望全体老师要通过分析数据
找差距，要求大家盯准目标，从日常细节做起，
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讲规矩，守纪律，努
力争取让每一个学子在自己的基础上取得更
大的进步。
（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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