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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户分离”让部分家长深感焦虑
专家建议：多考虑孩子的需求，进行理性选择

4月初将是义务教育阶段报名的时间。据悉，今年义务教育报名新政
启动，变化之一是今年起上海将启用”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报名系
统”，变化之二则是全市全面试行“ 人户分离”，适龄儿童、少年在居住地
登记。专家表示，家长在孩子入学择校问题上需要理性。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下月起浦东医院
安保全面升级为特保
青年报记者 马鈜 顾金华

本报讯 3月29日零点20分许，浦

东公安分局接1 1 0报警称，浦东惠南

镇一酒吧内发生聚众斗殴。接报后，

浦东警方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开

展伤员救治、现场勘查、抓捕犯罪嫌

疑人等工作，案件导致2人死亡、5人受

伤。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据收治伤员的浦东人民医院介

绍，参与殴斗的人员因嫌医院入口处

的栏杆升降太慢，竟然将该处玻璃踢

碎。他们冲进医院大厅后，还威胁医

生赶紧医治同伙，并因嫌医生动作慢

而扇了医生耳光。

事件发生后，浦东医院高度重视，

立即召开安保会议，专题讨论进一步加

强中夜班医务人员人身保障安全力量。

院长余波强调，应急事件发生后，浦东

医院给予了积极及时正确的处置，同时

对于影响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以及患者

合法就医权利，无视法律尊严的行为，

院方也深表痛心。会后，浦东医院院长

余波、党委书记严建军专程前往急诊，

慰问受患方人身攻击但仍紧急全力救

治伤者的当事人员。

据悉，浦东医院从4月1日起安保全

面升级为特保，投入专项特保力量55人。

都市脉搏

“ 人户分离”有何好处？
可选择的对口学校多了

按照市教委公布的政策，房产证

和户口本上的地址一致即是“ 人户一

致”，一般来说，孩子与户主需要是直

系亲属关系。那什么是人户分离？就

是孩子所在户口本上的地址与居住

地的地址不一致，又想选择在居住地

就读，那么需要办理人户分离。

虽然看上去很清楚，但放到每个

人身上，可能又会衍生出各种不同的

情况和问题。青年报记者在不少升学

论坛上看到，家长的问题层出不穷。

比如有的家长就询问，孩子户口

和居住地是分开的，对应的学校也不

一样，但是都在一个区里，这种情况

算不算“ 人户分离”；还有的孩子情

况是户口在A区，但是房子已经卖掉

了，新房子买在B区，家长想报A区户

口对应的学校，还能不能算“ 人户一

致”等等。

对此，徐汇区教育局有关人士就

表示，像后一种情况，就很难算是“ 人

户一致”，因为登记填报时就需要填

写户口所在地的房产证编码，这个是

联网可查的，如果没有户口所在地的

房产，很难被认定为人户一致。而对

于前一种孩子在同区居住，户口和居

住地对应学校不一样，那就可以让家

长自己选择，既可以选择填报“ 人户

一致” 的对口校，也可以选择办理

“ 人户分离”，选择居住地对应的对

口学校。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户口和居

住地是分开的，那至少家长就分别可

以有两所对口学校可以进行选择，选

择权更大了。“ 不过一般学校首先考虑

的是人户一致的学生，属于优先级。”

是否选择“ 人户分离”？
排“ 第二梯队”又感纠结

“ 人户分离”政策的目的其实还

是贯彻“ 就近入学”的理念，第一梯

队还是“ 人户一致”，第二梯队才是

“ 人户分离”。

但这也让另一部分家长感到纠

结。根据政策，如果选择了“ 人户分

离”的居住地所在学校，就算没被录

取也不能回到户口所在地入学了。很

多孩子的户口是在自己外婆外公或

是爷爷奶奶家，平时自己并不住在这

里，“ 人户分离”全面实施后，孩子既

可以选择“ 人户一致”的学校也可以

办理“ 人户分离”选择自己居住地的

对口学校，不过家长的选择往往并不

是看学校离家远近，还是以学校好坏

为判断标准。

居住地对应的学校一般，自然还

是选择户口对应，怎么也是“ 优先

级”。如果居住地对应的学校很棒，那

家长既感到高兴又有些纠结。高兴的

是有机会进“ 名校”了，但纠结的又

是居住地入学属于“ 第二梯队”，“ 名

校”一般又比较热门，万一挤不进就

可能被统筹入学，万一比户口对口的

学校还差那可怎么办？

报名系统统一有何用意？
促使家长进行理性选择

针对这种情况，本市各区县的入

学政策出现了越缩越紧的趋势。日前，

本市大部分区县的义务教育招生细则

都已出台。继去年静安区要求每户地

址5年内只享有一次入学机会之后，今

年，虹口、闸北、宝山等区县也纷纷跟

进，做出同样严格的入学资格要求。

越掐越紧的政策让不少家长将

目光投向了民办小学。有专家预计，

今年填报民办校的家长可能会出现

增多趋势。不过，专家也提醒家长，为

了抑制择校热，去年市教委已规定民

办小学限报两所，且集中一天面谈。

而由于每个区县各有各的报名平台，

彼此之间信息不联通，就发生了有人

在户籍所在地和居住地各报两所的

情况。今年采取全市统一报名的系

统，这种情况将不会再发生。

“ 家长不必过于焦虑，可以多考

虑孩子的需求，比如离家近的学校能

让孩子有合理的睡眠时间。很多民办

名校学业负担非常重，是否可以选择

更适合孩子个性成长的学校？这些都

是更正确的择校方式。”专家表示，这

也是目前所有的政策都促使家长进

行理性选择的意义。

给孩子报一所心仪的小学是家长们的心愿。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火锅汤加罂粟壳 废肉做蒸饺
本市公布新一批食品安全“ 黑名单”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在牛肉火锅汤料中添加

罂粟壳、吗啡及那可丁等食品非法添

加物；沙县小吃将不可食用的废弃肉

加工成肉糜并做成蒸饺等食品对外销

售；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一商户销

售含瘦肉精的猪肉。上海市严重违法

失信食品生产经营者及有关责任人

“ 黑名单” 昨天公布最新一期，4名责

任人列入上海严重违法失信食品生产

经营者及有关责任人“ 黑名单”。

去年1 1 月3日，接群众投诉举报

后，市食药监局金山分局对位于金山

区朱泾镇商园街29号的上海市金山

区玉布火锅店进行监督检查。现场对

该店中顾客正在食用的牛肉火锅汤、

厨房间灶炉上的牛肉原汤进行快速

检测，结果为吗啡阳性。经查明，201 4

年1 0月至1 1 月期间，为吸引客源，张

玉布在制作火锅原汤的调料包中加

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罂粟壳，并

将调料包放置于火锅原汤中长时间

蒸煮提味，后使用上述原汤制作成牛

肉火锅供客人食用。

市食药监局宝山分局根据举报，

于去年8月4日对顾太路21 弄1 57号

涉嫌违法加工沙县小吃的地下食品

生产窝点开展执法检查。经调查，杨

连艳自去年4月起在顾太路21 弄1 57

号为沙县小吃加工蒸饺原料，所用肉

糜购自顾村菜市场29-30号摊位马大

盼处。马大盼在明知杨连艳欲用于加

工、销售蒸饺等食品的情况下，仍将

不可食用的废弃肉绞成肉糜，以2.5

元/斤的低价销售给杨连艳，杨连艳则

将上述肉糜用于加工制成蒸饺等食

品并对外销售。

此外，江杨农产品批发市场内冻品

区的轩扬肉类经营部存在销售未经检

验检疫肉品的违法行为，未经检验检疫

的巴西猪方腩265箱，共计重量5287.61

公斤。经检验，肉品中含有国家明令禁

止添加的莱克多巴胺，即瘦肉精。

肯尼亚马拉松选手回不了家
苏州站民警帮助他登上火车
青年报记者 马鈜

本报讯 昨天，一名来自肯尼亚的

小伙St anl ey在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

站派出所民警张渊的帮助下，与其朋

友取得了联系，并通过民警的帮助取

到了车票，最终登上了去广州的列车。

当天1 1 时许，苏州站派出所民

警张渊正在火车站北售票处附近执

勤巡逻，这时，一名黑人朋友来到张

警官面前，进行求助。

用简单的英语交流后，张警官得

知这位黑人朋友来自肯尼亚，名叫

St anl ey，是在29日自费来到苏州，参加

苏州园区举办的马拉松比赛的，在比

赛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八名。

但是由于St anl ey来参赛时，身上并没

有携带足够的现金，此时的St anl ey已

经身无分文，自称有两天没吃东西了。

张警官非常诧异，已经饿了两天

的St anl ey竟能在马拉松比赛中取得

第八名，出于对其体育精神的敬佩，

张警官为St anl ey买来了面包与水。在

之后的交流中，张警官得知St anl ey现

在想要购买车票去广州，再辗转到深

圳，但是身上已经没有钱可以购买车

票了，虽然可以联系上自己的中国朋

友，却不知道为什么朋友无法帮助他

从网上购票。

张警官很快与St anl ey的中国朋

友陶先生取得了联系，通过陶先生的

描述，张警官推测很可能因为St anl ey

的护照并没有经过网络购票确认激

活，所以才无法在网上订票。张警官陪

同St anl ey一同到售票窗口对护照进行

了网购激活，并电话通知了陶先生。陶

先生利用互联网订票后，张警官再帮

助St anl ey取出了车票，并对车票上的

中文信息向St anl ey一一解释。St anl ey

手拿着火车票十分感激，在上火车前，

张警官又塞给了St anl ey两桶泡面，并

对St anl ey说“ The help I can of f er

i s so l i mi t ed（ 我能够提供的帮助其

实很有限）”，列车马上就要开了，

St anl ey依然握住张警官的手，用不熟

练的中文不断说着“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