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一小学校长：
最核心的问题是做好“区管校用”

“如果这项政策落实的话，家长可
能不用为了买学区房而苦恼了。”成都
市一位资深小学校长表示，政府希望
通过学区联动，将区域内的教育资源
予以整合，让学校相互取长补短，使不

同层次的学校都得到发展，形成有序，良性，和
谐的发展和竞争态势。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最核心的问题是做
好“区管校用”，让教师形成在各个学校内流动
的有序机制。这就意味着教师不是在学校内找
到归属感，而是在区域内找到归属感。同时还
要落实校长的责权利，解决和完善区域性管理
机制，让学区教育整体发展无缝隙。这样才能
让学区的校长能够发挥作用。

据这位校长介绍，北京有的区域实行学段
分离的政策，学生是流动性学习。其实对于政
府来说，最根本的还是要提高每一所学校的教
学质量，每一所学校都打造成了精品学校之后，
也就不存在择校的问题了。

成都市政协委员：
促进教育公平学区制是一种进步

“学区制的实施突出了教育领域
中关键环节的改革，反映了我们教育
制度的进步。”成都市政协委员、此前
曾担任邛崃市一中副校长的李显军
说。

在他看来，《意见》中明确学区制建设，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家长和学生对优质教育资源的
诉求，而且学区制的建设也将对教育质量和教
育水平的提高会有积极作用，对于教育公平发
展也有积极作用。“国家提高教育公平水平，学
生追求优质资源，这就迫使学校提高自身教育
质量和教育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到学
生。”李显军强调，建立“学区制”，将对实现基本
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积极意义。“教师资源的
合理流动，将驱动教师努力钻研教材，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和自身能力。”对此，李显军认为，引导
教师合理流动意味从制度上建立一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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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空气中弥漫着/你的体
香/将你秀发轻撩/嫩嫩的朵
儿藏在发梢/呵，你的馨香/
是那么那么悠长……”这是
德阳市罗江县鄢家镇星光村
农民诗人黄蕾写的《柚花》，
这个村子，因每两年举办一
届农民诗歌节而出名，也因
为一部电视剧出名。

讲述星光村柚田里爱情
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岭上花
开》，刚刚在四川电视台结束
放映。故事的原创，正是星
光村所在地鄢家镇的镇党委
书记肖勇，星光村也成为四
川首个自拍电视剧的乡村。

2月5日，华西都市报“新
春走基层报道组”来到这个
西蜀柚乡。

绵延的浅丘上，柚子树
刚刚冒出新芽。春风拂面，
油菜花已经开了。

“家家有果园，户户除穷
根”。果树种植、观光旅游，
让星光村成为当地最富有的
村子。

腰包鼓了的星光人，住
上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的
同时，正养成好习惯，形成好
风气，这里呈现的正是“四
好”新农村建设崭新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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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知冷暖

6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137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马尔康
良：西昌、攀枝花、广元、宜宾、遂宁、南充、资
阳、巴中、广安、内江、绵阳
轻度污染：自贡、泸州、眉山、雅安、乐山
中度污染：达州、德阳

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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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13期开奖结
果：05、12、17、30、34、11、12，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1
千万。一等奖追加1注，每注奖金600万；二等奖43
注，每注奖金191627元。二等奖追加16注，每注
奖金114976元；三等奖452注，每注奖金7152元。
三等奖追加160注，每注奖金4291元。（33.35亿元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30期开奖结果：
896 直选：3114（11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8740（487）注，每注
奖金173元。（270.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30期开奖结果：
89631 一等奖：21注，每注奖金10万元。（2.79亿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30期开奖结果：107，单选589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1163注，
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0013 期 开 奖 结 果 ：基 本 号 码 ：
30.26.19.06.29.02.27，特别号码：10。一等奖1注，单
注奖金1497037元，二等奖8注，单注奖金26732元。
奖池累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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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结石门诊小高峰来临
春节后，成都各医院如期迎来胆囊结石诊疗

的小高峰，有结石专科医院每天接诊数十名胆囊
结石发作者，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
朋友。

据肝胆结石医生何明刚介绍，春节期间，很多
人会因寒冷饥饿感增强、聚餐增多等原因，过量摄
入高脂肪、高胆固醇类食物。一方面，高脂肪、高
胆固醇类食物可增加胆囊结石的生成几率；另一
方面，过量摄入这类食物，可刺激胆囊分泌更多胆
汁参与消化，引起胆囊过度收缩，将胆囊内已有的
结石挤入胆囊管，引起嵌顿，使得胆囊结石发作。

胆囊结石发作后应尽快接受手术治疗。何明
刚指出，药物溶石、碎石、排石等保守方法应对胆
囊结石通常束手无策，还可能引起更严重后果。

目前，胆囊结石治疗存在着将有功能、无恶变
倾向的胆囊盲目切除的现象。因此，人们接受治
疗时，应优先考虑保胆取石，尽量保留有功能的胆
囊，避免术后术后的生活质量下降，出现如腹胀腹
泻、消化不良，胆管结石发生率、反流性胃炎、结肠
恶变的几率增加等情况。青少年胆囊结石者，还
应考虑孩子未来的学业、专业、就业等方面，优先
选择保胆取石。

保胆取石手术选择开展成熟、病例积累丰富
的机构开展，还可减少将来结石再生几率。市民
若想了解胆囊结石治疗及保胆取石等相关事宜，
请拨打96111健康热线进行咨询。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15期：
00112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15期：
1133110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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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1
学区形式有哪些？
灵活多样 4种学区制各具特色

《意见》提出4种学区制建设形式，以相
同学段学区为例，这种学区将按相对就近的
原则，把几个相同学段的学校组建为一个学
区，缩小相邻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差距，实现
相邻学校协同发展，实现学区内义务教育校
际均衡。一般可分为小学学区和初中学区。

以教育主题学区为例，则是根据区域
特点，发挥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区域资源，
确立学区主题，并紧密围绕主题开展工作。

以直对入学学区为例，则是结合区域
内小学、初中布局，将小升初对应“单校划
片”的小学和初中或九年一贯制学校组成学
区单元，整合教育资源，促进学校协调发展。

此外，还有其他形式学区，鼓励各区
（市）县结合区域实际，创新学区划分形式，
创造性开展学区制建设工作。

解读2
学区制怎么建？
资源共享教师可在学区内走教

划分学区制后，对学生和老师有哪些
积极影响？记者梳理发现，包括学区内资
源共享、优秀教师资源的深化流动等都将
体现出来。

具体说来，一个学区内的教育设施设
备、场地将统筹利用，实现学区内校际间的
教育软硬件设施共享，以提高优质教育资
源的使用效率。学区内社会资源也将发动
起来，充分利用学区内文化、体育、企事业
单位教育资源，满足学生多元化学习需求。

在深化教师流动方面，将鼓励以学区
为单位组织开展教师跨校竞聘工作，引导
教师合理流动，促进师资均衡配置。组织
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在学区内交流，鼓励音

体美等紧缺学科教师在学区内走教。
此外，将推进规范入学。区（市）县教

育行政部门要根据学区分布，结合学区内
适龄儿童少年人数做好义务教育阶段小学
划片就近入学、初中划片或划片微机排位
入学工作。

果子听着诗歌长大，农民听着
音乐劳作
有奔头：
万亩柚林开出小康花

5日，星光村，干净的村道上，汽车一
路蜿蜒。道路两旁果树，柚子树、柑橘树
渐次展开，满眼翠绿。随着起伏的山丘，
一幢幢两层洋房映入眼帘。穿梭其中，
耳旁传来乡村广播配乐诗朗诵，诗歌正
是村里农民诗人的作品。

“真是果子听着诗歌长大，农民听着
音乐劳作。”站在柚子林观景平台，鄢家
镇党委书记肖勇说，“等到五一节前后柚
子花开的时候，那是别样的美。”去年，这
里刚刚举办了柚子花节。

星光村的果树种植要从上世纪70年
代末说起，村里有两三户人家种水果，渐
渐发展到全村。”肖勇介绍，现在，星光村
基本形成了“家家有果园”的布局。

“我们用项目扶贫资金购买果苗，发
放给贫困户，贫困户以果树和土地入股
合作社，收成的果子由合作社卖了后分
红。”肖勇说，鄢家镇找到了打造万亩蜜
柚、万亩柑橘这个路子，一心一意搞发
展。2016年，星光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760元，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富有村子。

院里没有一片落叶，屋里瓷砖
光可鉴人
村庄美：
农家屋里屋外整洁干净

“找到了票子，就要考虑如何找乐
子。”产业发展起来，鄢家镇考虑最多的
就是如何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2015年，鄢家镇整合公民道德协
会、邻里关系互助会、养老协会，成立了
了扶志协会，提出扶自尊、扶智慧、扶法

制、扶志气，养成人穷志不穷的骨气，敢
于脱贫的勇气，科学致富的底气，直奔小
康的豪气。

“人活脸，树活皮，不蒸馍，要争气
……大扫除，周周搞，倒垃圾，类分好
……”午饭时间，村里的广播又响了起
来，里面传来的快板书，便是肖勇创作的

“四好村”教育宣传作品。
好习惯如何养成？鄢家镇想到了最

接地气的快板和童谣等宣传手段。
柑橘林子的后面，便是星光村精准

脱贫户杨进维的家。虽是泥路，但也打
扫得干干净净。

2014年，杨进维因为肺结核返贫。
他在村里的“邻里扶贫互助基金”里借了
两万，还在兄弟姐妹那里借了两三万。
2015年，病治好了。在镇上和村上的帮
助下，他除了种植果园，还弄了几亩油菜
种植。2016年，他把村上借的钱都还上
了，去年也荣获村上“脱贫攻坚先进户”。

这场疾病给杨进维带来的另一个变
化就是好习惯的养成。除了将院落和道
路打扫干净，他还每天起床叠被。

在“星级文明户”王立琼的家里，整
洁这两个字更是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院落里没有一片落叶，屋里的瓷砖
可以照人，厨房的锅碗瓢盆整齐摆放，就
连床上的被子比学生军训还叠得整齐。
鸡舍里养了9只鸡，但鸡粪也被收拾干
净。两只看家犬都有狗舍。“每天做完活
路把屋里屋外收拾一遍，干净整洁了，心
情也高兴。”王立琼说。

星光村党支部书记周华说，他最大
的感受是村民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垃
圾都带在手上不乱丢了。原本需要6个
保洁员的村子，现在一个保洁员就搞定，
星光村也被评为四川省村乡环境综合治
理示范村。

走进四川首个自拍电视剧的乡村——罗江县鄢家镇星光村

探访西蜀柚乡：
岭上花开
诗意星光村奔小康

择校难？成都开“处方”
探索4种学区制 鼓励教师“动”起来

家长们，
巴巴掌拍起来
以后，
不买学区房
你家娃娃
也能读名校

还在头疼为孩子买学
区房？成都将在全市推行
学区制建设，进一步建立
学区内纵向的多层次教育
体系，化解择校压力，促进
教育公平，让每个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读好学校。2
月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记者从成都市政府官方网
站获悉，成都市教育局正
式印发《成都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区制建设指导意
见》，成都市将探索4种学
区形式，同时，统筹学区内
社会资源，满足学生多元
化学习需求，并鼓励音体
美等紧缺学科教师在学区
内走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李寰
实习生张豪

制图/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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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鹏 唐金龙
摄影 雷远东

广播素质培训见成效，婆媳、邻
里关系和睦了
很温馨：
全村来给百岁老人祝寿

2月2日，是星光村1组谢乐旺100岁
的生日，全村老少都来给他祝寿。为了答
谢大家，谢乐旺的儿子儿媳和孙辈专门请
了戏班子，“唱了一天一夜。”

68岁的大儿媳李文琼说，她和谢乐旺
的大儿子是组合家庭，丈夫去世已经5年
多了，但她还是像照顾自己的父亲一样照
顾着谢乐旺。

100岁的谢乐旺，耳聪目明头发返青，
乍一眼看上去，最多80岁。

周华说，星光村从2015年开始“星级
文明户”、“模范丈夫”、“好儿媳”、“脱贫攻
坚先进户”评选，发奖状戴大红花吃坝坝
宴，“李文琼肯定可以参评我们村2017年
的好儿媳。”

养成好风气，另一个抓手就是惩。“我
们的惩罚很简单，就是用村里的广播，点
名批评。”周华说。

2011年，周华刚刚当选为星光村村委
会主任的第二天，一名老者就来找他，说
自己的儿子连60元的“新农合”保险的钱
都不给他交。

周华说，他就开了一个广播会，“直接
点名批评。”周华还专门请了大学的老师来
给村民进行素质培训。从2012年开始，星
光村还连续四年举办了农民春晚，大家表
演节目，颁发奖状、吃坝坝宴。慢慢地，婆
媳、邻里之间的关系和睦了，再也听不到为
了田地的边边角角、鸡毛蒜皮的事争吵了。

据介绍，星光村“四好”建设将形成可
复制经验，在全德阳市推广。

离开星光村的时候，柚子树正吐着新
芽。再过一两个月，满山遍野的柚子树又
要开花了……

星光村百岁老人谢乐
旺（右二）生活很幸福。

这里
有柚花：“等到五一节前后柚

子花开的时候，那是别样的美。”

有诗歌：这个村子，因每两年
举办一届农民诗歌节而出名。

有爱情：自拍讲述柚田里爱情
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岭上花开》。

2月5日，村民在鄢家镇星光村茂密的果林里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