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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考试面试
1月5日至6日进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皓洋）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消息，2018年
下半年四川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面试）将于2019年1月5日至6
日进行。考生入场时间为：第一
场 07：30—07：45；第 二 场 09：
30—09：45；第三场13：30—13：
45；第四场15：30—15：45。

候考考生，须持准考证、身份
证（缺一不可），按时到达考点，由
工作人员带领进入候考室，抽题
考试。面试考试环节包括：考官
提问（5分钟左右）、考生试讲（10
分钟左右）、考生答辩（5分钟左
右）。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
生，如果准考证遗失，考生可以在
2018年12月31日-2019年1月6日
内登录系统重新打印；若考生在
考试前遗失了身份证，可以到公
安机关办理临时身份证参加考
试。考生应在规定时间进入候考
室，迟到15分钟后禁止候考，面试
成绩按缺考处置。进入候考室
后，禁止携带各种无线通信工具、
个人电脑等。从入场（指从进入
抽题室起）到离开考场如发现携
带手机，无论开机还是关机，一律
按作弊处理。

安全保密是国家教育考试的
生命线。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强
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作为行
业准入资格考试，和高考、成人高
考、研究生考试、自学考试一样是
高利害性考试。经教育部有关司
局确认，教师资格考试属于“法律
规定的国家考试”，已被纳入到

“刑九”修正案适用范围，这意味
着在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和面试）
中组织作弊等行为将要受到刑事
处罚。

成都航空口岸迎来
144小时免签过境

第一人
华西都市报讯（龚欣 张晟达

记者 钟晓璐）1 月 1 日 22 时 30
分，澳大利亚籍旅客席尔林·罗伯
特·迪恩从成都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民警手中接过加盖了临时入境
许可的护照，幸运地成为享受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第一人。

迪恩是当晚乘坐CA472 次
航班由曼谷飞抵成都的，并将于1
月 4日 18时乘坐MI935次航班
前往新加坡。他表示，此次出行
是赴新加坡公干，订票前在网上
得知了成都推行144小时免签新
政的消息，作为资深吃货的他，决
定利用这3天吃遍成都，希望下次
能有机会更加深入地了解成都这
座“美食之都”。

截至目前，成都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已为7名外国旅客办理了
144小时过境免签手续。

省高院公布
2018年
十大典型案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
吴柳锋）1月3日，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公布了2018年度十大典
型案例，包括刑事案例 4件、民
商事案例3件、行政案例1件，执
行案例1件，司法救助案例1件，
唐小波在网上造谣传谣被判寻
衅滋事案、红晓次迫等人煨桑祈
福引发特大森林火灾被判承担刑
事及民事责任案等十件典型案例
入选。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十大典型案例，是从全省三级法
院2018年度审结的案件中推荐
出来的，它们的特点是裁判结果
公正，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社会影
响重大，对社会公正、社会诚信具
有重要引领作用。

十大典型案例包括：

唐小波在网上造谣传谣被
判寻衅滋事案；

红晓次迫等人煨桑祈福引
发特大森林火灾被判承担刑事
及民事责任案；

周敬“恶势力”团伙被依法
追究刑责案；

张某甲等五子女不尽赡养
义务被以遗弃罪处刑案；

法院准确适用“离婚冷静
期”促使仍有感情的夫妻重归于
好案；

引进战略投资与优化经营
方案并重成功重整德阳民营企
业案；

七彩花都小龙坎火锅店冒
用“小龙坎”商标被判侵权案；

通江县人民检察院因至诚
镇政府不履行垃圾整治法定职
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案；

法院依法为受到威胁的申
请执行人发出“人身保护令”案；

人民法院依法对遭受动物
侵害的李洪清、陆成凤予以司
法救助案。

地震来了，学生慌作一团，意外
把教室门堵死。正在上课的老师沉
着应对，用力拉开教室门，将学生疏
散到安全地带，自己才最后一个离
开教室。

1月3日早上8点47分，宜宾市珙
县底洞中学八年级六班正在上语文
课，学生在讲台上演讲，任课老师钱
世杰站在旁边指导。因为天气冷，
教室门一上课就关上了。

“地震刚开始的时候，就晃动了
一下，因为我们这边经常都有晃动，
就没在意。两三秒后，晃动得厉害
了，我马上就感觉到不对劲，赶紧去
开门，结果孩子们也激动，有几个学
生一下子涌向门口，结果门一时打
不开。”讲起当天上午地震时的情
形，钱世杰老师很平静，他说如果不
及时把门打开，孩子们都有危险。

“地震来的时候，有同学就往教
室门口冲，结果不小心把凳子踢到
了门背后，钱老师使了好大劲儿才
把门给拉开。”学生车锦瑞就坐在教
室前门旁边，他说，钱老师把门拉开
以后，让他第一个冲出了教室。“我
们班上的同学全都出来完了，才看
到钱老师从教室里出来。”

“一开始我很镇定，但后面就惊
慌起来了。”该班女生王羽说，地震
来了，有少数几个同学往外冲，大部
分同学还是选择了蹲在课桌旁边。

“当时钱老师努力把门给打开，等同
学们都跑完了，他才最后一个出来，
我觉得他特别棒！”

女生周星鑫是从后门出的教
室。她说，她出去的时候看到钱老

师站在门里边，一个劲的比划着让
大家往外跑，“等大家都跑完了，他
才出去。钱老师非常负责任，很为
我们着想。”

钱世杰老师从事语文教学已经
有三十个年头了，目前虽然也是底
洞中学的副校长，但他一直没有离
开过讲台。他认为，一个老师把课
本知识教好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
要的是要把学生的品德也教好，尤
其要教会学生有担当。

另据底洞初级中学校长张银昌
介绍，地震发生时，全校900余名师
生全部进行了紧急疏散，无一人员
伤亡。当日，该校还进行了多次地
震疏散演练。

3支专业救援队伍共300余人
奔赴震中开展救援处置工作

1月3日上午8点48分，宜宾市珙
县上罗镇、玉和苗族乡交界（北纬
28.20度，东经104.86度）发生5.3级地
震，震源深度15千米，部分乡镇受灾
严重。

据珙县应急办消息，截至3日
20：30，珙泉镇、巡场镇、孝儿镇、底
洞镇、上罗镇、洛亥镇、沐滩镇、下罗
镇、曹营镇、恒丰乡、玉和苗族乡、罗
渡苗族乡、观斗苗族乡等13个乡镇
受灾，受灾人口2586人，因灾轻伤1
人（正住院观察）；转移安置（分散安
置）221人；一般损坏房屋689户1522
间（其中农房686户1491间），严重损
坏房屋18户89间（其中农房18户89
间）；直接经济损失1949.78万元，其
中基础设施损失1704万元，家庭财
产损失234.78万元，公益设施损失11
万元。县内道路畅通，通讯、电力正
常，详细损失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

中，当地社会秩序平稳有序。此外，
全县有5个乡镇6个地灾监测点有险
情加重现象。

地震发生后，珙县第一时间启
动了地震应急预案和Ⅲ级应急响
应，成立“1·3”地震抗震救灾指挥
部。珙县消防队、安顺矿山救护队、
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等3支专业救
援队伍共300余人奔赴震中灾区开
展救援处置工作。宜宾市405、141、
202三家地质队派出47名专业技术
人员、9台车辆、2架无人机深入灾区
开展详细踏勘排查。县、乡（镇）工
作组进村入户开展人员排查、灾情
统计、救助保障等工作。

同时，珙县有关部门积极做好
大米、食用油、方便面等救灾生活物
资储备，紧急调运棉被200床、棉衣
200件、帐篷50顶，全力保障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

宜宾珙县
5.3级地震

2586人受灾1人轻伤
89间农房严重损坏

1月3日中午，当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来到宜宾市珙县上罗镇穆
家湾村一名86岁的老婆婆家时，她的
孙媳妇刚好从领居家端了午饭回来。

“当时被吓惨了。”婆婆告诉记
者，当天早上地震发生时，她正在厨
房烧水准备煮面。“突然，房子就晃
动起来，厨房的瓦片开始往下掉。”
由于婆婆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走
动，她见势不对，赶紧推着轮椅往另
外的屋子跑。“幸好跑得快，不然肯
定会被瓦片砸到。”

老婆婆的媳妇告诉记者，当天
早上他们走亲戚去了，只有婆婆一
个人在家。地震发生后，他们第一
时间赶回家中，看到老人没有大碍，
才放下心来。由于厨房已成危房不
能使用，当天中午，他们是在邻居家
借用厨房做的午饭。

目前，婆婆家厨房的屋顶已全部
拆卸下来，厨房用具也已全部搬到另
外的屋内。邻居们帮忙买来了新的、
更安全的屋顶，准备重新盖好。

在附近的星光村，村民委员会
工作人员介绍，地震发生后，村委会
进行了排查。截至3日13：30，该村
有15户房屋受损，其中两处房屋受
损严重，多处房屋外墙出现裂缝。

在距离震中不远处的玉和苗族
乡凤凰村6组，村民谢华军告诉记
者，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吃面，摇摇晃
晃中，面都打倒完了，于是赶紧丢下
面碗往屋外跑。

谢华军家的房子墙上出现多处
明显裂痕，他说现在房子已经很危
险了，不敢再住在家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曹实秋李华刚 摄影报道

人物
聚焦

拉开教室门让学生先跑
老师最后一个撤离

村民
讲述

厨房瓦片直掉已不能用
借邻居厨房做的午饭

成都目前有多少名河长？谁是
巡河次数最多的河长？河长们去年
上报了多少个水环境问题？近日，
成都市河长制办公室发布2018年成
都河长制运行“账单”，通过大数据
统计，这些问题一目了然。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成都河
长总人数为10462人，2018年全年巡
河583682次，上报24103个水环境问
题，解决19113个问题。其中，新都
区斑竹园镇顺江村的刘大海，在
2018年巡河580次，成为巡河次数最
多的河长；彭州市升平镇广圣村的
王学芬，在2018年上报问题164个，
成为上报问题数量最多的河长；
2018年7月暴雨袭蓉，暴雨黄色预警
期间还冒雨巡河的河长有792名，上
报问题143个；7月11日暴雨当天，58
名河长在线巡河，简阳、大邑、郫都
巡河人数位列三甲。

巡河次数最多的河长：
只要有时间就去河边转转

深冬的早晨，处处露着寒意。7点
过，53岁的刘大海准时出现在家附近
的毗河边，沿着河岸边走边拍，还不时
在手机上记录细节：“最近风雪多，河
里的落叶枯枝变多了”“没有发现排污
口，水体颜色正常。”半个多小时后，瞅
着离上班的时间近了，他开始朝着斑

竹园镇顺江村委会走去。
一年多来，刘大海已经习惯了这

样的工作状态——在村主任和河长之
间切换。上班时间，他忙着处理村上
大大小小的事情。每天上班前、午饭
后、下班后，他就变身为一名河长，定
点去河边转转，“早上就半小时，下午
会久一点，接近1个小时。”

成都市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显
示：刘大海成为2018年巡河次数最多
的河长，达到580次。听闻这个消息，

刘大海显得有些平静：“没想过这么
多，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2017年底，刘大海成为新都区斑
竹园镇顺江村的河长，主要负责巡视
毗河、跨马堰南斗、龙桥堰北支、龙桥
堰南斗等几条河流。从小在顺江村
长大，刘大海一直期待着家乡河越来
越美丽。“当我的名字真正出现在河
长公示牌上时，我觉得身上多了一份
责任，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于是，
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去河边转转，“我
要看水体、排口、河床、堤岸、公共实
施等有没有什么异常，并拍照上传管
理系统。”

有时，看到河面上有漂浮物，他就
想办法把它捞起来，遇到垃圾堆积得
实在过多，他便会到村里找帮手，大家
搭手将垃圾清理干净。去年6月，他下
午巡河的时候，发现有家农家乐下水
道的管子破了，河岸边到处都是油污，
于是便带着村民在污水中寻找管道破
裂点，一直忙到第二天上午，才换好新
的管子。

一年来，村民们发现不仅村里的河
道变好了，“散乱污”企业整治、沙石场
关停、洗车场整治、养殖污染治理等工
作也在推进。刘大海也更有干劲了，他
相信“村里的水环境一定会更好的。”

上报问题数量最多河长：
希望河面的垃圾越来越少

彭州市升平镇广圣村支部书记王

学芬，2018年共上报问题164个，成为
上报问题数量最多的河长。

“没想到上榜了，我只是做好了河
长的工作。”2018年3月，55岁的王学芬
成为了广圣村的河长。从那时起，去
杨柳河、黄土河、马牧河巡视河流的情
况，成为了她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刚
开始的时候，河道上有各种问题，如杨
柳河的白色垃圾多，马牧河的生活垃
圾多。”每当发现这些问题，她便一一
拍照上传到管理系统，同时将消息告
诉巡逻员，让他们找保洁员来将垃圾
打捞干净。

如今，王学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
只要有空，她就会去河边转转，看看河
面上有没有垃圾、有没有偷偷排放的
污水口。“以前巡河的时候，我能看到
各式各样的垃圾，比如塑料袋、泡沫、
家具、生活垃圾。”9个月过去了，王学
芬注意到河面上的垃圾少了很多，

“我觉得是上下游同时发力，共同推
进河道整治工作的结果，现在成果在
逐渐显现。”同时，王学芬欣喜发现，
经过多次劝说后，村民的环保意识也
有了很大提升，很少有人往河里倾倒
生活垃圾。

“我每天做的都是很小的事情，希
望家乡河越来越好。”王学芬说，她会
继续将河长的工作做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受访者供图

成为河长后，刘大海每天都会去
河边查看情况。

成都最尽责河长 一年巡河580次
河长制运行“账单”显示，成都目前有河长10462人

地震后，交警正在清理道路落石。

震中珙县玉和乡杨家村一民房
受损严重。 新华社发

1月3日，武警宜宾支队第一时间出动人员赶赴震区救援。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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