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联销“天天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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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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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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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注奖
金

160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

色球”第
2012050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15

、

07

、

13

、

17

、

24

、

19

，蓝色球号码：

11

。一等奖
6

注，

单注奖金
8434603

元。 二等奖
98

注， 单注奖金
315422

元。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598944924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左志丹：全国美术教育名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少儿艺委会委员；省、市美术家协会
少儿美术艺委会会长； 成都市青少年宫美
术学校校长。

冯恩旭：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教委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委会理事、 四川
省美术家协会艺教委副主任、 四川省教育
学会美术专委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省书
法家协会艺教委委员、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教育部特聘全国城市艺术教育调研专家组
成员；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艺体室副主
任兼美术教育研究员。

辜敏： 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少儿艺委会
副主任、 省教育学会美术专委会的副理事
长、成都市教科所美术教研员。

许燎源：著名设计艺术家、成都许燎源
现代设计艺术博物馆馆长、 成都大学美术
学院名誉院长、四川美术家协会理事、四川
雕塑协会副会长、 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
副院长。

廖新松：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副教
授、国家二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刘洵：西华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教师，

2001

年参加成都第一届双年展，

2003

年油
画作品《干花》入选第三届全国油画展。他
笔下的干花，被专家誉为有相当的生命力。

（注：另外两位评委由成都市委宣传部
和成都商报社派人担任）

成都商报记者汪玲

星光熠熠
骨干教师纷纷报名

8天过去了，成都商报先后邀请了川音
美院院长马一平；国家一级美术师、目前国
内最著名画家之一何多苓出任“文化成都，
青苗计划”顾问，全程指导活动。邀请了全市
少儿美术教育第一人左志丹出任总教头，不
定期给参与活动的青少年进行免费讲座，并
和12位受聘教师一起制订教学计划，保证课
程质量。
“名家云集”之外，前来报名的老师中也

是星光熠熠。截至昨日17:30，累计共有280余
位老师自愿报名。他们中有中小学的教学名
师，也有目前有一定成就的画家，还有很多在
校外开办了培训班并且生源火爆的培训师。
对于“文化成都，青苗计划”目前报名的

师资阵容，成都市教科所美术教研员辜敏用
“几乎囊括了成都中小学的美术科骨干教
师”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长期和中小学美术
老师们打交道，辜敏最清楚目前成都各中小
学老师们的德行和能力。一周以来，她也在关
注每期的报名情况。梳理一番，六城区的学科
带头人、美术骨干教师几乎都纷纷加盟。280
余人的大名单中几乎揽尽了成都校内一线的
美术教育名师。例如，邓乃斌、汤勇、曾武、胡
琳、欧晓红、李茂渊等老师都是在各类艺术展
演中获奖，很受学生喜欢的教学名师。而除此
之外，还有大批校外培训的精英加盟，阵容十
分强大。

优中选优
保证后期培训质量
这样堪称“豪华版”的艺术教师阵容，一

般只有每年的艺术大比武或者艺术节展演才
会出现。他们全都聚集到“文化成都，青苗计
划”活动中来，足见活动的吸引力。对于老师
们来说，无疑是又在校外寻找到了一个竞技
场，让他们继续为“艺术之都”的打造助力。

辜敏认为，儿童画教学和成人美术教学
完全是两回事，只有熟悉6～ 12岁孩子的成
长特性，懂得启发他们的创造力、呵护他们
的想像力的老师才是成功的儿童画教学老
师。而从目前的报名者来看，大多数是有儿
童画教学基础的，要从强者中遴选出12人，
竞争会十分激烈。但优中选优，更保证了后
期培训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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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余人自愿报名揽尽成都美术名师
“文化成都，青苗计划”大型公益活动教师报名昨日结束，今日将选出24名候选人

历时8天的教师报名阶段于昨日17:30
正式结束。今日起，历时4天的教师遴选将
正式拉开帷幕。
教师遴选将分为两个阶段。今日，本报

将邀请8位评委组成评审委员会，根据报名
者的简历和提交的报名资料遴选出24名候
选人。这些候选人将于5月4、5两日在成都
艺术超市进行现场试讲，根据试讲评审的

打分评选出12位得分最高者，最终与成都
艺术超市签约，于每周末，给参与“文化成
都，青苗计划”的青少年进行1.5小时的培
训，每课时按2000～ 3000元计酬，年薪最低
10万元(

税前）。
昨日，参与首轮遴选的8位评委已全部

敲定，他们中有3位艺术名家，3位是省、市
美术教育的领军人物，而作为指导单位和

组办单位，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商报社
都会派出一名相关负责人担任评委，构成8
人遴选委员会。

今日，8人遴选委员会的评审委员，将
背靠背从280多位报名者中各自选出24位
心目中的最佳老师。得票最多的24人，将入
围下一轮遴选。谁能入围24强？敬请关注本
报明日的相关报道。

年产客车3000余辆
生产工艺全国领先

据了解，川客公司新厂区占地面积8.5
万平方米，其中生产厂房及办公楼占地约7
万余平方米，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车身冲
压、焊装、涂装、总装等四大工艺体系，生产
线设置有德国进口卷板整平开卷设备、车
顶蒙皮弯曲张拉设备等，组成具有国内较
高生产水平的客车生产线。

“川客是一家集客车研发、制造、销售
及服务为一体的客车专业生产企业。”公
司董事长向阳告诉记者，公司开发生产的6
米～ 12米城市公交客车和长途公路客车共
计数十种型号，属国内众多客车制造商中
产品系列较为齐全的企业之一，能满足不
同地区和用户的需要。
向阳还透露，校车将是公司产品之一，

从19座到50座都可以生产。目前公司已按
照国家新的校车标准设计制造了新的样
车，并正在接受专业机构的强制检验，一旦
进入国家车辆公告目录就可以上市销售。

改制重组
50年“峨嵋牌”获新生

四川客车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
四川省客车厂，有50年的客车制造历史，
“峨嵋”客车的身影曾出现在中国大江南
北。由于四川省客车厂当时在全国客车制
造业的领先地位，上世纪80年代初期被国
家交通部确定为全国首家公路客车的定
点厂家，并被评为交通部系统八家骨干企

业之一。
向阳介绍，近年来，公司利用改制重组

的有利契机，在通过ISO9001－ 2000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和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即

3C

认证） 的基础上，推行全面质量管
理、实施精品名牌工程。引进并应用东风汽
车公司的产品研发平台、产品技术平台和
企业管理平台资源，充分依托公司现有技
术优势及专用生产、检测装备，使公司生产
的每一款、每一辆客车产品在安全性、可靠
性、环保性等方面始终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售后服务方面，将依托东风汽车载全国建
立的700多家售后服务站，基本保障百公里
内便有一个维修服务站。
在国家新能源战略推动下，川客积极

实施新能源电动客车项目，目前正在与多
家知名车载电池、车用电动机、电动汽车动
力控制系统配套厂家和电动汽车生产厂家
洽谈合作，以全新的理念与技术制造出科
技含量一流、世界领先的，符合国际现代企
业发展趋势的新一代新能源电动汽车。
“峨嵋”客车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成都商报记者肖刚

“峨嵋”品牌重生
川客新厂落成投产

新厂可年产高、中级客车3000余辆并积极研制新能源电动汽车
记者昨日获悉，总投

资3.1亿元的四川省客车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新厂在
成都大邑落成投产，可年
生产各型高、中级客车
3000余辆，具有50年生产
历史的“峨嵋牌”客车将
再次焕发活力。

8大评委今日评出24候选人

专业评委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报名火爆
在市委宣传部指导下，本报从4月24日起联手成都艺术超

市，推出“文化成都，青苗计划———抚育万名成都小画家”大型
公益活动。开出最低十万年薪的薪酬，面向全城招募成都最好
的艺术老师，给成都6～ 12岁儿童提供免费的艺术基础教育。

截至昨日17:30，累计共有280余位老师自愿报名，今起
将分两阶段选出最终获聘的12位老师。

成都市青少年宫美术学校副校长闫华指导的学生作品

以上为成都少儿美术教育第一人左志丹指导的学生作品

制图余进

左
志
丹

许
燎
源

廖
新
松

遴选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