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黄毕业证
见证教育事业发展

第35个教师节前夕，四川博物
院征集办公室收到了一名退休教师
捐赠的老物件。

袁光涌今年73岁，退休前是成
都一所小学的教师。他捐赠的两张
毕业证书已经褪色发黄、有些残破，
但却见证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和袁
光涌一样的高中毕业生如何成长为
一名人民教师。

1964年，17岁的袁光涌从成都
第八中学高中毕业。他捐赠的毕业
证书上，显示着姓名、性别、籍贯和年
龄等信息，“1964级第3班修业期满
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毕业证上还印
有第八中学的公章和校长名字。

政治、语文、代数、几何、物理
……记者看到，在毕业证的背面展示
着学生在校期间需要修读的科目和
成绩，“当时是五分制成绩，五分是满
分。”

高中毕业后，袁光涌没有考上大
学。彼时正值成都第二师范学校开
办一年制中师班，梦想成为人民教师
的袁光涌与班上同学一起幸运地被
录取了，“因为我们都是共青团员，所
以顺理成章地被选拔上了。”他回忆。

中师毕业后，袁光涌进入成都一
所小学任教，开启了教师生涯。回忆
起那段岁月，虽然平淡，但却乐在其
中。“那时教育条件相对艰苦，但我们
很荣幸能为教育事业做贡献。无论
是科技发展，还是强盛的国力，都离
不开教育事业的支持。”

进口电子产品
打上改革开放烙印

三洋黑白电视机、松下收录机、
红旗牌手风琴、海鸥牌照相机、纪念
版的搪瓷杯……9月9日一大早，省
收藏家协会会员叶键便来到了博物
院，捐出了他收藏的系列老物件。

“那时有一台电视可不得了，一
层楼的人吃完饭就聚在一起看。”叶
键指着他捐出的12英寸三洋牌黑白
电视机说。改革开放后，一批进口电
子产品涌入百姓家。为了丰富业余
生活，叶键用了好几个月工资购入了
这台电视机，“只能搜到两个频道，大
伙最爱聚在一起看《霍元甲》。”

“你看这背后的天线拉杆，应该
是成都无线电一厂组装的。”李钢指
着这台电视机说，三洋牌电视机虽是
外国品牌，但却在成都组装，“这也是
一个时代的记录和见证，和松下牌收
录机一起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这个搪瓷杯也有意思。”在叶键
捐出的搪瓷杯上，印着“安全发电两
百天纪念”字样，这是成都热电厂于
1979年6月推出的纪念品。“1979年
6月正好安全发电200天，于是有了
这个纪念品。”李钢说。

“看这边，笑一个。”看着海鸥牌
照相机，李钢不由自主地扮演起了摄
影师角色。据他介绍，海鸥牌照相机
大多生产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八十
年代后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傻
瓜相机。

让李钢最为感慨的老物件，是叶
键捐赠的红旗牌手风琴。据李钢介
绍，上世纪六十年代，成都正在排练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从各
单位抽调人手组建团队表演，但演奏
设备不够。”他笑称，那时有个红旗牌
手风琴是很“拉风”的。而这台产自
上海的手风琴，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
意义：在那个火热的建设时代，国产
品牌正是民族工业的集中体现，具有
强烈的时代性。

已经是两次前来川博院捐赠老
物件的叶键对收藏有着自己的理解，
在他看来，将自己的“宝贝”放到博物
馆，才是最好的收藏和保管，“人都是
匆匆过客，藏品才能见证历史。让老
物件走进博物馆，让更多的人欣赏
它，让历史更好地传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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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1-28 C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偏北风1-2级

21-29 C
阴天间多云有小雨到中雨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1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5时）
AQI指数 26 空气质量 优
优：攀枝花、泸州、马尔康、康定、巴中、遂宁、
内江、雅安、资阳、绵阳、德阳、宜宾、西昌、南
充、眉山、乐山、自贡、广元、广安、达州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5—6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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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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至15日，《斯拉法的下雪秀》
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9月19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话剧《红
色征途》将在成都新声剧场演出；

9月27日，惠民演出大型原创舞剧《杜
甫》将在广安大剧院演出；

10月11日，《李云迪奏鸣曲2019世界
巡回钢琴独奏音乐会》将在成都世外桃源大
剧院举行；

10月 11日至12日，意大利热那亚卡
洛·费里切歌剧院歌剧《图兰朵》将在四川大
剧院演出；

11月3日，百老汇互动亲子科学剧《物
理秀》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11月10日，乌克兰原版奇趣亲子互动
默剧《疯狂的废纸世界》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演出。

中国体育彩票9月10日开奖结果

7星彩第19106期全国销售11913280
元。开奖号码：8734356，一等奖0注；二等
奖16注，单注奖金21847元；三等奖78注，
单注奖金1800元。56117538.89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46期全国销售17893066
元。开奖号码：427。直选全国中奖6687（四
川47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
奖20658（四川1711）注，单注奖金173元。
17088548.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46期全国销售10268754
元。开奖号码：42750。一等奖61注，单注
奖金10万元。326495694.1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119 期全国销售
36158588元。开奖号码：31331011000130，
一等奖全国中奖35（四川0）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2023（四川68）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19期全国销售
9922212元。开奖号码：31331011000130，
全国中奖5365（四川28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31期全
国 销 售 77724 元 。 开 奖 号 码 ：
011010001100，全国中奖0注。

足球 4 场进球第 19136 全国销售
914692元。开奖号码：11120203，全国中奖
303（四川17）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
1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国务院特殊津贴证书
凝聚设计大师卓越成就

成昆铁路是被联合国宣布为“人
类征服自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杰
作之一”，凝聚了众多建设者的心血。
王昌邦就是建设者中的一员。

王昌邦是我国铁路勘测设计专
家，中国工程设计大师，他以严谨的科
研精神和扎实的铁路勘测设计工作，
为西南铁路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尤
其在川黔、贵昆、成昆三线的重大线路
方案选择上独具匠心，与团队技术人
员通力合作，选出了经济合理、技术先
进、安全可靠的方案。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型成就展实物征集活动期间，
王昌邦的女婿捐出了属于这位铁路勘
测设计专家的荣誉证书。

“为表彰在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工
作中做出贡献，特颁发此证书，以资鼓
励。”这是一份由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评审委员会于1985年颁发的光荣证
书，上面记录着荣誉获得者王昌邦的
贡献——因在复杂地质、险峻山区修
建成昆铁路的新技术而获奖，等级则
是“特等”。

王昌邦因在西南铁路三线（川黔、
贵昆、成昆）选线方案设计上的卓越成
就，被国家建设部授予“中国工程设计
大师”称号。另一份由国务院颁发的
政府特殊津贴证书，是为表彰他为我
国工程技术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决
定于1991年 7月起发给他政府特殊
津贴。

王昌邦从事铁路勘测设计工作50
多年，先后在鹰厦铁路和西南各主要铁
路干线的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
1934年大学毕业，1937年进入湘桂铁
路工作，从此与铁路建设结下难以割舍
的情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昌
邦进入西南铁路工程局。1963年担任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勘测处副总工
程师，直到1972年退休。

截至9月10日，由封面新闻、华西
都市报、四川博物院联合承办的大型
成就展实物征集活动官方征集时间已
经结束。四川博物院征集办公室负责
人李钢透露，市民如有老物件要捐赠，
可送至博物院征集办公室，征集活动
将持续进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秦怡 摄影报道

两张毕业证书折射教师成长路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征集展品数千件

9月10日晚，自贡市釜溪河文创
公园新街里体育馆外声光绚烂、光影
浮动，以“锦绣天府·龙腾自贡”为主
题的2019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幕，
第二届华侨城·自贡国际恐龙灯光节
也同步举行。

当晚，《解锁“夜游釜溪”新玩
法 赏自贡国际恐龙灯光节》封面直
播掀起高潮，封面新闻、凤凰新闻、新
浪新闻、手机百度、今日头条等平台
强势覆盖，全网共计107.1万人观看
了本次直播。

开幕式表演秀盐场熊猫
体现四川特色自贡韵味

副省长杨兴平出席开幕式并宣
布开幕。自贡市委书记李刚致欢
迎辞，他表示，当今世界全域旅游、
全民旅游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
文化现象。把握这一历史变革，自
贡要深度发掘“盐龙灯食”特色文
化，坚持以文兴旅、以文兴业、以文
兴城。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
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戴允康在开
幕式上指出，2019 年 1-7 月，四川
实现旅游总收入 6906.51 亿元，同
比增长 14.2%。事实表明，四川文
化旅游资源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魅

力、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持续发展
的内生动力，四川已成为国内外众
多文化旅游企业交流合作、投资兴
业的热土。

开幕式精心准备了一系列独具
四川特色、自贡韵味的文艺表演，
情景舞蹈《Hello 熊猫》、女子群舞
《锦鲤》、舞蹈杂技《盐场画卷》、琵
琶弹唱《蜀绣姑娘》、歌伴舞《我和
我的祖国》，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
场“盛世中国、大美四川、千年盐
都”视听盛宴。

品味“盐龙灯”光影
自流井老街成打卡地

开幕式上绚烂璀璨的烟火秀点亮
了自贡夜空，异彩纷呈的灯光盛宴，与釜
溪河面倒影交相辉映，让人沉醉其间。

同时，让人惊喜的是期待已久的
“夜游釜溪”精品游线，也在开幕式正式
“启航”。船行游釜溪、流连自流井，两
岸灯影交错绮丽。游客坐在画舫中，观
灯影赏灯彩，听自贡故事，品自贡小吃。

从文创公园码头到自流井老街码

头，火树银花与表现“盐龙灯”的光影
秀穿插其中，独具自贡本土文化魅
力。而被妆点得灯火阑珊的自流井老
街，也是这次“夜游釜溪”的终点。众
多游客聚集在老街河对岸，纷纷拿出
手机拍下光影中美丽的自流井老街。

“灯光节把釜溪河妆扮得很漂
亮，但身为自流井人，我更想看到自
流井老街等井盐文化的复兴。”自贡
市民罗先生说。2020年底，这座自贡
人记忆中的井盐文化地标将正式与
游客见面。届时，游客既可在老街品
味古韵脉络、民俗文化、非遗传承、盐
业古道等井盐文化的遗珍，又可体验
古韵新风、网红商家、娱乐演艺、酷炫
科技、时尚潮玩等现代流行元素。

据悉，作为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
主会场，此次活动以自贡独有的“盐
龙灯食”四张旅游名片为重要支撑，
以“恐龙”“彩灯”为活动要素，将四川
国际文化旅游节和自贡国际恐龙灯
光节“两节合一”，活动将持续至10月
7日。活动分为五个板块20个子活
动，通过“以点筑面、以面带点、点面
结合”方式开展活动，市、县两级分别
推出相应文化旅游活动，实现全域全
城参与、产品服务供给，让游客全方
位感受到“自贡盐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罗暄 陈章采刘恪生 摄影报道

解锁“夜游釜溪”新玩法
2019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在自贡开幕

今年9月10日是第35个教师节。
你可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从高中毕
业生成长为人民教师需要经历哪些学
习和培训？对教师这个职业又有着哪
些要求？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省将
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由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四川博物院联合承办的大型成就展实
物征集活动发起以来，已收到市民捐赠
或参展的老物件数千件。

据四川博物院征集办公室负责人
李钢介绍，目前成就展已征集到来自教
师、医生、科研工作者、工程师等各职业
从业者的捐赠，较为全面、系统地呈现
了过去70年来新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
和巨变。 袁光涌的高中毕业证。

袁光涌的中师毕业证。

松下牌收录机。

三洋牌电视机。

纪念搪瓷杯。 王昌邦的荣誉证书。

9月10日晚，2019四川国际文化旅游节在自贡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