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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4时）
AQI指数 94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西昌、康定
良：广安、达州、攀枝花、宜宾、广元、南
充、巴中、内江、资阳、遂宁、雅安、眉山、
泸州、乐山、自贡、德阳、绵阳

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2-122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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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牙齿靠你自己重视
缺牙人种牙？团购更划算

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
查显示，我国中老年人口腔健康率不足
15%。65岁~74岁的老年人群，牙齿缺失
比例高达86.1%。为关爱市民口腔健康，缺
牙人、牙齿松动等市民可拨打028-96111
热线电话，在线解答缺牙疑难。

周六团购：0元看牙，8.8元做牙
“种植牙不贵，团购价让市民都能做进口

好牙”。特惠包含：8.8元做牙、种植牙或牙冠
仅需8.8元做，7项口腔检查费0元、1颗假牙
可当100元现金花，现场看种植牙手术全过
程；种牙送电饭煲、豆芽机、按摩仪等好礼。
市民请抓紧时间拨打健康热线028-96111
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假牙伤及邻牙，得不偿失
目前有效修复缺牙主要采用三种方

式：固定义齿、活动义齿及目前受追捧的种
植牙。固定义齿把缺失牙两边的健康牙磨
小，伤害健康牙齿得不偿失，活动义齿藏污
纳垢，使用不便还需额外花钱定时更换。

种植牙，更理想修复缺牙
种植牙因其稳固牢靠，保护牙槽骨和

邻牙的同时，还可恢复口腔咀嚼90%以上，
正常使用维护种植牙陪伴缺牙人一辈子。

以下6类缺牙人可以选择种植牙:1、单
颗、多颗牙缺失；2、全口或半口牙缺失；3、
牙齿松动；4、活动假牙不适者；5、活动牙修
复失败者；6、烤瓷牙失败者。还想了解更
多，请拨市民电话028-96111咨询。

19年前，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
少》，讲述了代课教师为挽回失学贫困生
做出努力的动人故事，让许多来自农村
贫困家庭的孩子感同身受。19年后，在
达州市通川区，一个又一个现实版《一个
都不能少》正在上演。与电影不同的是，
这里的主角是通川区委、区政府，是所有
奋战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

达州市副市长、通川区委书记杜海
洋说：“求学路上，一个学生都不能少。
让所有贫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有保障，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所乡村学校
和每个贫困家庭孩子都能共享教育发
展成果。”控辍保学，只是通川区实施教
育扶贫的一个方面，同时，该区还通过
打造标准化中心校、创新教育救助模
式、改革教育管理机制等措施，让教育
扶贫的触角无处不在。

因贫因病失学
老师苦劝两月终返校

4月8日，在通川区江陵镇中心校
九年级二班的教室里，之前失学近两月
的吴金，回来了。

时间回溯到去年9月，刚刚接手九
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张文明发现，班里少
了一名学生——吴金。让他纳闷的是，
吴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为何突然就
不上学了呢？

张文明辗转联系上了吴金的父母，
了解到其家庭非常贫困，加上吴金最近
患病，便决定不让其继续上学。彼时，
吴金已随父母到了深圳。张文明一方
面做吴金父母的工作，一方面将情况上
报学校，立即启动了教育救助。

“学校承诺减免她全部生活费，每
学期发放625元的贫困住校生生活补
助，并减免目录内所有教辅资料的费
用。”江陵镇中心校党支部副书记陈剑
屏说，而且还报销了她回来的车费。经

过老师近两个月的苦劝，以及学校多方
面做工作，去年10月底，吴金终于回到
了她熟悉的校园。

吴金的事例，只是通川区控辍保学
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该区从去年启动
该项工作以来，定期对在外适龄儿童入
学情况进行电话访问，并派专人赴北
京、贵州等省市核实36名适龄儿童入学
情况。同时，全面掌握辖区适龄儿童就
学情况，并适时核查、随机抽查、动态跟
进，绝不让一名适龄儿童失学辍学。

双向交流机制
要把先进理念带下去

由于通川区城区学校与乡村学校、
特别是北部片区学校存在较大差距，早
在2012年，通川区就出台了《通川教育
集团化办学实施方案》，形成了以城区
学校为龙头的7大教育集团，扶持乡村
薄弱学校，从而全面提高全区学校整体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通过集团化办学向农村覆盖、名师
名校长向农村选配、激励政策向农村倾
斜等方式，建立起了城乡学校双向交流
机制，全面提升了教育扶贫“软实力”。

现任东岳镇中心校校长李顺就是其中
的代表，他于2014年4月从通川区八中
副校长岗位上，被选配到北部片区的北
山镇中心校担任校长。

“北部片区离城远，教育资源相对
落后，选配我们下去的目的就是要把城
区学校先进的教育管理理念带下去，引
领农村学校的发展，缩小城乡学校差
距。”李顺说，政府还投入大量资金对农
村学校进行新建（改、扩），选派优秀师
资到农村学校任教。

通川区委副书记、区长张杰说：“通
川区在教育投入上力度大，改革措施
实，2016年在达州市率先通过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国家达标认定就是最好的
例证。”据统计，近年来，通川区累计投
入8.3亿元，用于新建（改、扩）农村学校
教学及辅助用房、运动场、实验室等。
目前，该区已实现了乡乡有标准化中心
校的目标。

截至目前，通川区已选拔20余名
城区优秀校长、副校长到农村学校任校
长，实行城乡教师轮岗交流，3856名城
乡教师互结对子，共促教学提升。同
时，实施农村优秀教师培养计划，选派

500余名农村教师到高校进行定单式培
训，并加大职称评审向农村倾斜力度，
提升乡村教师收入。

乡村学校质变
教育扶贫缩小城乡差距

如今，在通川区各个乡镇的中心
校，校园更漂亮了，教学设备更齐全了，
硬件设施实现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
是，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享受着变化
带来的愉悦，学到的知识更全面，正在
悄然间缩小与城区学生的差距。

3月30日，在四川省（天府杯）女子
曲棍球比赛中，代表达州市通川区参赛
的梓桐镇中心校获得丙组冠军，是达州
参赛队伍中夺得桂冠的唯一农村学
校。梓桐镇中心校是通川区北部最偏
远的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为何能
取得如此好的成绩？

“这得益于教育扶贫的大力推进，
山区孩子也能梦想成真。”梓桐中心校
校长汪大平道出了真言。通川区全区
教育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梓桐中心校
就是一个缩影。

如今通川区的乡村学校既能培养
出好学生，也能留得住外来人才。梓桐
镇中心校此次的荣誉，也得益于外来人
才的辛勤付出。2010年8月，毕业于重
庆师范大学的山西姑娘李霞玲来到了
梓桐镇洞口村教学点任教，后回中心校
担任初中英语教学。2014年，李霞玲的
丈夫鲍尔斯也来到了这里，这在当时曾
经轰动整个达州教育界。

36岁的鲍尔斯来自中非共和国，曾
在河北大学留学四年，他主动放弃了更
好的发展机遇，和妻子一起留在了梓桐
中心校，推动学校开设了足球、曲棍球课
程。这次在全省比赛中获佳绩，也是对
鲍尔斯夫妇坚守乡村学校最好的回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轩摄影报道

求学路上，一个学生都不能少

达州通川上演现实版《一个都不能少》

吴金（前排右一）正在教室里认真听讲。

搭乘成都第一条市域快铁——成
灌快铁，为快速抵达都江堰、青城山两
大知名景点提供了方便。那么，你知
道成都第二条市域快铁——成蒲铁路
何时开通吗？成蒲铁路，又将开设哪
些站点？

4月9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驱车从成都西站出发，一路向南，
航拍正在建设中的成蒲铁路，高清美
图，一睹为快。

划重点！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证实，成蒲铁路将在今
年年底具备开通条件，来自成都市相
关部门的消息也显示，成蒲铁路将在
今年年内正式开通。

据公开报道资料，成蒲铁路东起成
都西站，途经青羊、武侯、双流、温江、崇
州、大邑、邛崃，西至成都市蒲江县，总投
资155亿元，设计时速200公里，正线长
99公里。

成蒲铁路全线设成都西站、双流北

站、温江站、羊马站、崇州站、隆兴站、大
邑站、王泗镇站、邛崃站、西来站、蒲江
站、朝阳湖站12个车站。

按设计时速，开通后从成都西站至
蒲江，最快只需半个小时，同时成蒲铁路
也是川藏铁路的组成部分。

成蒲铁路
今年将正式开通

航 拍 成 都 第 二 条 市 域 快 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智摄影杨涛

位于苏坡立交外侧
站房远观简约、小巧玲珑

成都成都
西站西站

9日下午，记者驱车来到成蒲铁路
的始发车站——成都西站，它位于苏坡
立交外侧，武青北路和金辉路之间，属
于新建站房。

远观成都西站站房，与气势恢宏的
成都东站、成都南站不同，看起来更加
简约，且小巧玲珑。根据设计方案，成

都西站由7个站台面8条站线组成，整
个站房面积约5999平方米。

目前，成都已有东站、北站、南站投
入使用，成都西站正在进行收尾建设，
待正式投用后，成都将形成以火车东站
和北站为主、火车西站和南站为辅的格
局，便捷旅客出行。

崇州站主体已成型
邛崃站建设进度如飞

沿线沿线
探访探访

顺着成温邛高速，大约40分钟，成
蒲铁路崇州站近在眼前，目前崇州站主
体框架结构已经成型，但站前广场和相
关的市政配套设施仍在加紧建设中。

继续往南走，记者来到成蒲铁路邛
崃站，邛崃站的建设进度，比崇州站要快
不少，站房电梯已安装到位、安检设备也

运到了现场，在站台上，“邛崃站”站牌标
示十分显眼。

当无人机缓缓上升到百米高空，在
航拍镜头下，成蒲铁路如同一条长龙，在
川西平原上蜿蜒向南，十分壮观。

待正式开通后，周末去邛崃、大邑、
蒲江游玩，就更方便啦！

全线设12个站点 成都至蒲江仅需半小时

4月9日，成都至蒲江铁路已经初具规模，这是成蒲铁路蒲江段经过成新蒲快速通道。

制图/杨仕成

成蒲铁路邛崃站。

成蒲铁路崇州站。

成都西站。

全线站点12个
成都至蒲江仅需半小时

成蒲铁路全线设成都西站、双流
北站、温江站、羊马站、崇州站、隆兴
站、大邑站、王泗镇站、邛崃站、西来
站、蒲江站、朝阳湖站12个车站

始发站成都西站
目前正在进行收尾建设

成都西站，位于苏坡立交外侧，武
青北路和金辉路之间，目前正在进行
收尾建设，待正式投用后，成都将形成
以火车东站和北站为主、火车西站和
南站为辅的格局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40
期开奖结果：05、07、18、27、31、01、08，一
等奖0注。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122
注，每注奖金70652元。二等奖追加65
注，每注奖金42391元；三等奖1103注，
每注奖金3260元。三等奖追加423注，
每注奖金1956元。（5411665761.22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92期开
奖结果：153 直选3716（326）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6：9953（704）注，每注奖金173
元。（5493520.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92期开
奖结果：15350 一等奖14注，每注奖金
100000 元。（236414920.14 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四川）
第18048期开奖结果：31313330113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四川）
第18048期开奖结果：102112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四川）

第18048期开奖结果：333133130011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
第18048期开奖结果：3131333011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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