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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福在线“连环夺宝”

奖上奖！好运来！
活动时间：
2017年11月20日10点开始，至汽车和手机奖品送完为止。

活动地点：
四川省所有中福在线销售厅。

广告

活动二：
“一人中奖，好运共享”活动方案

活动主题：

“抢到累积奖，壕礼齐分享”

活动参加条件：

1、参加活动的彩民必须年满18周岁，户籍、性
别不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和民事责任能力；

2、彩民在活动时间内，可到全省任一中福在线
销售厅参与本次活动。

活动规则：

1、在全省开展送赠汽车和手机的活动时间内，
若任意销售厅彩民投注5注单注20分及以上并中
出全国累积奖后，中奖销售厅所有正在投注游戏且
已领取登记券的彩民均可免费领取一张200元中
福在线投注卡（含卡押金）。若销售厅多次中奖，则
符合条件的彩民每次都可以领取奖品。

2、在全省开展送赠汽车和手机的活动时间内，
若任意销售厅彩民投注5注单注20分及以上并中
出全国累积奖后，由中奖彩民本人即时转动转盘抽
取5个幸运销售厅，转盘转动三圈以上方有效。转
盘抽奖过程由大厅工作人员拍照录像并保存。被
最终抽中的销售厅中，所有正在投注游戏且已领取
登记券的彩民均可免费领取一张200元中福在线
投注卡（含卡押金）。若销售厅被多次抽中为幸运
厅，则符合条件的彩民每次都可以领取奖品。

活动注意事项：

1、符合活动参加条件的彩民，应在充值投注前
先到柜台处登记信息并领取登记券主券。当彩民
符合活动中奖要求可以领取投注卡奖品时，大厅工
作人员有权现场验证彩民登记留存的姓名和手机
号码；如验证信息不符，则视为登记无效并取消获
奖资格。

2、登记券主券由彩民本人妥善保管。主券丢
失或者中奖当天未及时领取奖品的，工作人员将不
予兑换奖品；如登记当天本销售厅未中奖或未被抽
中，则彩民已领取的登记券自动作废。

3、已领取投注卡奖品的彩民，应在《奖品签收
表》和充值小票上准确登记姓名、手机号码等信
息。未按照要求登记相关信息的，视为放弃领奖资
格（彩民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仅用于财务报账登记，
未经允许不会对外发布使用）。

活动一：
送SUV和iPhone手机活动方案

活动主题：

“抢到全国累积奖，再送手机越野车”

活动参加条件：

1、参加活动的彩民必须年满18周岁，户籍、性别不
限，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责任能力；

2、彩民在活动时间内，可到全省任一中福在线销售厅
参与本次活动。

3、彩民须投注中福在线“连环夺宝”游戏，投注5注且
每注投注最低20分。

活动规则：

1、从2017年11月20日10点开始计算，全省中得“连
环夺宝”全国累积奖的数量中，单数个——第1个、第3个、
第5个、第7个···第（2N-1）个（N 为自然数，且 0＜N≤
18）中奖彩民——可再获得 iPhoneX 64G手机大奖一
个。共送出18部手机，送完即止。

2、从2017年11月20日10点开始计算，全省中得“连环
夺宝”全国累积奖的数量中，双数个——第2个、第4个、第6
个、第8个···第2N个（N为自然数，且0＜N≤18）中奖彩民
——可再获得SUV汽车一辆。共送出18辆汽车，送完即止。

活动注意事项：

1、彩民投注过程中中得全国累积奖25万元（含奖池
不足情况下中出的累积奖）后，根据后台数据中心“兑奖小
票”所标明的中奖时间先后进行全省排名；全省每天累积
奖中奖时间及获得SUV汽车和iPhone X手机的最终名
单将于次日在各销售厅展示公布；“四川中福在线”微信公
众号将每周公布截至上周日22点全省累积奖数量、排名
和“奖上奖”中奖情况。

2、中得汽车大奖的彩民应自行办理牌照及车辆保险
等，依法缴纳相关税费（个人偶然所得税由四川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代扣代缴），凭完税凭证、身份证、兑奖小票、领
奖单等资料办理车辆领用手续。

3、中得SUV汽车和手机“奖上奖”的彩民应如实登记
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详细地址等信息，在办理
奖品领取手续时须另提供兑奖小票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
等资料。信息登记和资料提供不全者，取消领奖资格（彩
民信息仅作为财务报账凭据，未经许可不对外发布使用）。

活动奖品：

活动时间内，全省预计共送出18部手机和18辆汽车

幼儿教育多样化，离不开对存量资源的整合利用
◎蒋璟璟

政府30万重奖污染举报人是良好互动

大学的“奢侈基础课”越多越好
◎朱昌俊

圆桌

华 西 腔 调

无 证 幼
儿 园 择 优 转
正 的 过 程 ，
既 是 一 个 摸
底 筛 选 、 排
除 隐 患 的 过
程 ， 也 是 一
个 确 立 监 管
标 准 、 建 构
监 管 关 系 的
过 程 。 以 无
证 幼 儿 园 向
社 区 办 学 点
的 转 变 为 推
手，多样化的
学前教育服务
有望变得脉络
清晰。

近日，北京将设立一批社区办园
点的消息引起关注。相关通知中要
求，北京各区教育部门对现有无证幼
儿园进行排查，对条件较好的无证幼
儿园给予支持和帮助，创设条件使其
符合社区办园点的要求，并对社区办
园点的举办者加强管理和引导，规范
其行为。对于“择优转正”的措施，北
京一些地区已经开始探索实行。（新
京报）

在“入园难”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之前，无证幼儿园几乎就是一种无解
的存在。对此，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可
谓心知肚明，在日常管理过程中也多
持克制、包容之立场。这种“实质默
许”的状态，尽管是无可奈何的妥协

但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其在消解法
律法规权威性的同时，客观上也累积
了风险、埋下了隐患。之于此，北京
所抛出的，探索无证幼儿园“择优转
正”的新思路，无疑极具开创性。

按照这一方案，在满足一定条件
之后，无证幼儿园将可以转变成社区
办学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社区办
学点并不同于幼儿园，其在场地、设
施、人员等等方面的要求，都比后者
要宽松许多。对相当一部分无证幼
儿园来说，满足社区办园点相关条
件、取得合法办学资格，并不是一件
多难的事情。当然了，这波“择优转
正”操作的核心内容，实则还是在于

“以合法身份换取严格监管”，目的就

是使大量地下幼儿园走到台前接受
规范监督。

无论是社区办学点的新概念，还
是无证幼儿园择优转正的新尝试，其
实都是对传统幼儿教育体系的适当
修正。我们都知道，现有幼儿园管理
的主线逻辑就是规模化、集中化办
学，对园舍面积、师资力量、设施配比
等等指标卡得极严。然而，在城市人
口数量陡增、土地资源紧张的现实背
景下，上述办学理念已经显示出越来
越多的不适应性。

设立社区办学点，推动无证幼儿
园转正，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丰富了
幼儿教育体系的结构层次。分散、迷
你、就近、亲民的社区办学点，给了办

学者一个相对容易“进场”通道，也让
家长和孩子们多了一个可接受的入
园选择，这可说是多赢之举……过去
很长时间内，严苛、机械的管理标准，
和灵活、务实的日常执法，共同造成
了无证幼儿园大量存在的局面。而
时至今日，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纠
结状态，实在没有理由再继续延续下
去了。

应该厘清的是，无证幼儿园择优
转正的过程，既是一个摸底筛选、排
除隐患的过程，也是一个确立监管标
准、建构监管关系的过程。以无证幼
儿园向社区办学点的转变为推手，多
样化的学前教育服务有望变得脉络
清晰。

备受瞩目的“中国公共场
所无烟诉讼第一案”近日有了
新进展。今年8月，大学生李
晶(化名)因乘车遭遇二手烟状
告哈尔滨市铁路局申请民事赔
偿。据媒体报道，该案在北京
市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后，日前
进入“庭前证据交换”环节。多
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该案
作为“中国公共场所无烟诉讼
第一案”，对推动中国公共场
所、公共交通工具的禁烟，将具
有标志性意义。

“公共场所
无烟诉讼第一案”

@北京晨报：我国立法规
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无
疑是更好保障国民身体健康的
必要之举。而像部分列车在车
厢连接处设置吸烟区，让烟民
在里面吸烟，令旅客身体健康
遭受损害，则让室内公共场所
禁烟的效果被打折扣。

原告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感
与公民意识，值得人们点赞。
无论该案判决结果如何，也都
希望铁路部门能从善如流、进
行反思，重新审视列车上的吸
烟区，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广大
旅客的身体健康安全。

@法制晚报：事实上，公
共场所的禁烟制度实施了好多
年，但一些场所依然“走形
式”。车站、医院、公园、饭店，
甚至电梯里，虽然这些地方都
高高悬挂着“禁止吸烟”标志，
但依然有人“很自我”地在吞云
吐雾。公共场所禁烟成为了

“在公共场所挂个禁烟标识”。
而这些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
充其量也仅仅是“善意提醒”一
句，如果烟民“我行我素”，也就
不了了之了。

“无烟诉讼第一案”无疑是
对公共场所监管责任的一种倒
逼。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勇敢
维权，相关单位禁烟才能“动真
格”。铁路部门因为管理不严而
成为被告，也提醒了其他公共场
所的管理部门，公共场所禁烟不
能模棱两可，公共场所禁烟也不
只是挂个禁烟标识。但愿，“无
烟诉讼第一案”能让那些禁烟不
力的场所都能有所警醒。

江苏省靖江市政府近日开出了
一张 30 万元的支票，用于奖励“毒
地”污染举报人周建刚。媒体报道时
披露，重奖30万元创下了国内环境
污染举报奖励的最高纪录。

“靖江毒地”事件曾引起社会强
烈关注。2015年9月，云南商人周建
刚在网上公开举报称，靖江的一个养
猪场地下填埋了上万吨危险废弃物，
而危废物的主要来源是两家上市公
司。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于当年
12月联合督办此案，这也是第一起
三部委联合挂牌督办的污染环境
案。2016年12月，江苏省泰州市检

察机关对该案提起公诉，检方以污染
环境罪起诉周某等 3 名涉案人员。
此外，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调查，促成
涉案公司签订了1.9亿元环境修复
协议。

和当初事件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一样，现在靖江市政府给予举报人的
重奖也引起了热议。不过，当初的关
注里更多的是震惊，现在的关注里更
多的是点赞。在网民们看来，举报环
境污染的性质近于见义勇为，他们纷
纷称赞靖江政府的重奖给举报人撑
直了腰杆。

周建刚得到这份奖励可谓合情

合理。他本人既是“靖江毒地”事件
的举报人，也是受害者，因为“毒地”
让他患上了严重的皮肤病且至今尚
未完全康复，对他个人而言，30万元
不论属于奖励还是补偿性质，都受之
无愧。而对当地政府来说，由于周建
刚的举报，促成涉案公司拿出巨款对
环境进行修复，一方水土和一方百姓
都受益匪浅，因此而给予周建刚一定
的物质奖励岂非完全正当？

周建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个奖励，钱多钱少，对我而言不是
很重要。我能感受到，政府在这件事
情上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诚哉斯

言！“靖江毒地”事件演变至今，从大
的背景而言，正是生态环境安全日益
受到政府重视的一个自然结果。

欲圆绿色中国之梦，政府重视环
保是前提，相关部门严格执法是基
础，而在此之外，来自社会和公众的
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不断有
公民参与环境公益事业，也不断有公
民对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举
报，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而与这种
力量开展良好互动，既是政府的责任
所在，也是推进环保工作向前发展的
重要保障。（原载11月19日《南方都
市报》）

在武汉大学，有一门叫“测绘学
概论”的基础课，由6名院士和4名教
授共同讲授，已坚持了20年。课程
内容随时代而变化，院士们的黑发也
变成了白发，但备课认真始终不改。
6名院士和4名教授同讲的这门课程
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什么是测绘。
也因此，这门课被称为“最奢侈的基
础课”，在互联网上也引发了一轮又
一轮是“大材小用”还是“理所应当”
的讨论。（工人日报）

回望历史，我们的大学，其实并
不缺乏资深教授乃至学术大家常年
坚守在教学一线的传统。如西南联
大时期的教师阵容，在今天看来，绝对

不亚于武汉大学。诸多明星教授与
学生的相处，更是留下了诸多佳话，影
响了数代人，也为学术传承奠定了基
础。这样的历史，既说明一流教授为
本科生授课、坚守讲台的某种应然性，
也客观印证了教授坚持教学，特别是
为本科生教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资深教授为本科生教学，并不缺
乏制度引导。去年发布的《教育部关
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教授、
副教授（高级职称教师）要更多承担
本科教学任务，不断提高高校教学水
平，并将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
聘任的基本条件。而中南大学等多

所大学及上海等地，也要求教授须给
本科生上课，不得“走过场”。

但在现实中，资深教授坚守讲台
特别是本科课堂的教学风气，还有待
提升。这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严要
求，也有赖教师评价体系的优化，形
成对教授教学的更多激励。

让教授热衷于本科课堂，也需要
对本科教学价值的重新认识。本科
生初入大学，在人格养成、专业兴趣
等方面都未定型，其实更需要权威性
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给予引导，这
往往是他们接触专业的第一步，这一
步不走好，也就意味着基础不牢。因
此，本科生的培养恰恰需要学校投入

更多的精力，而非视本科生教育为高
校教育末端，甚至部分教授会把告别
本科生课堂作为一种“资历”的体现。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曾直言不讳
地指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
是因为培养出了一流的本科生，无论
哈佛、耶鲁，还是北大、清华，莫不如
此。”而要培养一流本科生，必须得有
一流师资的保障，在国际上甚至不少
诺贝尔奖获得者也照样坚持在本科
教学一线。当前适逢国内大学的“双
一流”建设，无论是从重拾传统，还是
向国际惯例看齐的角度，都不妨把让
教授回归本科课堂，作为建设“双一
流”的基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