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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每班35人以内是否合理？

《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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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灌铁路新支线 15元坐到离堆公园

离堆公园支线今日开通运营，规划设3站，将从地下穿过都江堰市区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摄影实习记者 刘海韵

热议焦点

1

施教区划分 如何广泛听取意见？

希望让学生和家长参与

“草案”：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行政部门

确定或调整施教区范围，应当广泛听取意见”

。

本报于21日对“草案”进行解读时，读者

尤为关心这一规定，市民希望知道：“广泛听取

意见，具体所指是哪些对象？”

昨日的听证会现场，该规定也成为各界代

表讨论的焦点。来自其他界的代表沙世会在会

上直言，“‘广泛’的范围如何界定？是否包括

将受到直接影响的学生和家长？”在他看来，如

果该规定没有进一步的细化解释，“征求意

见”便很有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意义不大。

这一提议，也获得参会的家长代表的赞同。

家长代表呼吁， 希望今后制定和调整施教区

范围时，能够让一些学生和家长共同参与。

热议焦点

2

小学每班35人内是否合理？

大班也有好处 不能“绝对化”

“草案”：推进小班教学，逐步实现按照

小学

35

人以下、初中

40

人以下编班要求。

大多代表都急切盼望规定给出更明确的

时间表。“比如在德阳，即使最好的小学，每个

班近60人也仍是普遍现象。如果‘草案’不对

推进小班教学的时间进行明确规定，它最终很

难实现。”代表沙世会说。

专家代表姚文忠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大班和小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 一些地

区100余人一个班， 同样能教出优秀的学生。”

在他看来，大班教学更为大气，在大班学习的

孩子，接触的人更多，不能否定其有利之处。他

更是直言，“草案”不应把小班绝对化。

热议焦点

3

“减负”规定能否生效？

家长怕自己被“增负”

“草案”：学校不得占用节假日和休息

时间组织学生上课或者集体补课……不

得为社会各类补习班、培训班提供教学设

施或场地。

有代表提出，如今小学生课程安排较之前

已经大幅缩减，但由此也衍生新的问题：孩子

下午3点半放学，不少家长要在6点以后才下班

回家。中间空隙的几个小时，催生了价格昂贵

的托管机构。“在成都，这些托管机构每月收费

700元左右，普通工薪家庭难以承受。”赵欣宇

的女儿正读小学，作为家长，她有些困惑：“学

生‘减负’，但这是不是又加重了家长的经济

负担？”

来自成都的中学教师万国楠则直言，若是

中考不降低难度，学校很难为学生“减负”。

专家代表姚文忠则认为， 学生应该承受

科学合理的负担，学生“减负”不宜写进立法。

地下穿越都江堰

3个车站暂时只开两站

2010年5月12日正式通车的成灌铁路，将

在今日迎来她的一条重要支线铁路开通。经

过几年的建设， 全长5.96公里的离堆支线正

式开门迎客，这条直接连接鱼嘴、玉垒山景区

的铁路，将为游客“拜水都江堰”带来更多的

便利。

据悉，离堆支线为客运双线，从正线铁路

都江堰段引出， 在都江堰市区二环路观凤楼

附近分叉进入市区， 以地下铁路的形式贯穿

都江堰市区，直达灌县古城，由于该段全为地

下线，也被誉为都江堰的“地铁1号线”。

“全线设置了迎宾路站、李冰广场站和

离堆公园站3个车站，受限于周边配套设施尚

未完善的影响，目前李冰广场站暂不开通。”

据成铁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离堆公园支线初

期运营速度为80公里/时，它的开通运营将缩

短成都市中心城区与卫星城间的时空距离，

形成了一条成都市经郫县至都江堰并辐射阿

坝的西向快捷客运通道， 由于铁路线路深入

“5·12”地震震中区域，因此铁路在抗震设计

上也是下足了工夫，3座车站可抗八级地震，

使用年限为100年。

离堆公园站出发

路上最快只需37分钟

记者了解到， 成灌铁路离堆公园支线通

车后，成灌动车组的开行也将随之调整。在8

对动车组停运的同时，今日起，在仍开行的19

对动车组中，调整8对始发终到离堆公园站。

通过对比时刻表记者发现，8对新开的列

车中，D 6154次运行速度最快，每日20时20分

从离堆公园站发车，经停犀浦，终到成都站为

20时57分，全程耗时为37分钟。D 6153次列车

因经停车站较多运行耗时最长，17时20分从

成都发车，18时11分到离堆公园站，全程需要

运行51分钟。

昨日，该支线各列车车票已经开始预售。

统计表明，1天就售出了240张动车票。

随着离堆公园支线投入使用， 成铁局已

着手研究重庆至青城山、 都江堰的动车开行

方案，预计将在近期开行。届时重庆的旅客前

往都江堰，只需要乘坐成渝动车，再转成灌动

车，不到3小时可顺利抵达。

����从今日开始前往离堆公园参观鱼嘴，登

玉垒山鸟瞰都江堰全景， 都可以乘动车直达

了！ 成灌铁路的重要支线———离堆公园支线

开通运营， 这条被誉为 “都江堰的地铁1号

线” 将以地下穿行的方式贯通都江堰市区，

全长5.96公里，设置迎宾路站、李冰广场站、

离堆公园站3座车站。

据悉， 该线开通后成灌动车组的运行也

将随之调整，但票价上仍维持现有格局，成都

站至离堆公园站需要15元。此外，离堆公园支

线还会开通一对南充直达动车组。

记者打探

昨日下午记者提前来到都江堰打探离堆

支线的准备情况。通过地下通道进入离堆公园

站后发现，由于深入地下，车站无论在形式上

还是功能上，都与地铁车站别无二致。该站厅

内设置了7个售票窗口、2台自动售票机以及自

动贩卖机，由于尚未开通，所有设备都在进行

调试中。

离堆公园站设置了4个出入口通达地面，A

口位于仰天广场的西侧，B口位于水街西侧，C

口则在水街东侧，D口通向仰天广场东侧。由于

A、B、C口外围设施仍在建设中，该站开通后暂

时只开放D口供旅客出入， 其到离堆公园的直

线距离为500米左右。该站位于都江堰市水文化

广场， 同时还与今年投入建设的仰天地下

商业综合体东南侧相接， 打造城际铁路都

江堰终点站的游客集散中心。“这也是支线

上3座车站中最具有特点的一个，其余两个

站则更多注重铁路的功能。”

据介绍， 迎宾路站设有4个出入口，分

别可到凉水井路和岷江路。

李冰广场站位于都江堰汽车客运站附

近，规划设3个出入口，可到青城路、观景路。

在探访过程中记者发现， 由于三座车站

深入地下， 并不像传统的铁路车站拥有大站

房、大标识，其地面上的构造极为普通，与市民

常见的地铁站一致，市民、旅客需要多留意。

离堆公园站暂只开放一个出入口

离堆公园站

始发终到车次

小学及初中的施教区范围划分应听取哪

些社会意见、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控制在多少

人最合理……昨日上午，备受学生及家长关注

的《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

施办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面向社

会举行了立法听证会。除上述焦点问题，各界

代表也提出建议，校长实行任期制、将“设置性

教育课程”写入法规、适度放宽“9月1日前满

六周岁”的门槛……

记者从省政府法制办政法处了解到，听证

会结束后，省政府法制办将结合听证代表的意

见，与省教育厅共同对“草案”进行再次修改，

定稿后上交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后交至省

人大，今年内将完成立法。

新闻背景

四川省为何制定此草案？ 听证会现场，四

川省教育厅副厅长何浩解释，国家于1986年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四川省结

合自身实际，早在1995年也制定实施了《四川

省义务教育条例》。“2006年时，全国人大常委

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与新

法对照，四川省原有的条例和规定已出现了不

一致。”因此，四川省于2009年废止了《四川义

务教育条例》。

在此背景下，2010年， 省教育厅正式启动

实施办法的起草工作，之后的3年里多次调研、

公开征集社会意见。何浩介绍，本次立法进一

步明确了实施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 经费保

障、教育均衡和素质教育等内容。

本次立法听证会，共有8项议题，包括如

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草案对学校

施教区的划分、调整规定是否适当可行；要求

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体育锻炼的最低时限的规

定是否适当等。

13名参会代表，包括了教育界专家、中小

学校长，也有学生家长、社会其他界别人士。

成都商报记者 房欣

新办法将强调教育均衡

成彭支线预计年底开通

离堆支线今日正式开通， 成灌铁路另一

条支线成彭支线又进展如何呢？ 成都商报记

者从施工方中铁八局建筑公司了解到， 成彭

支线从成灌铁路郫县西站引出， 沿线新建新

民、三道堰、古城、彭州南、步行街站、彭州共6

个车站，目前这些车站已经进入内外装工程，

外部装修及风雨棚将在9月底完成，内部装修

则将在11月完成。随后全线将转入列车、列车

设备、人机工程等联调联试，预计年底该线将

开通运营。

相关新闻

隰 成都站至离堆公园站

D6141次

D6153次 D6149次

隰�离堆公园站至成都站

D6150次 D6154次

票价：

沿用成灌铁路阶梯

票价原则，全程15元

隰�犀浦站至离堆公园站

D6143次 D6145次

D6147次 D6151次

隰�离堆公园站至犀浦站

D6142次 D6144次

D6146次 D6148次

D6152次

票价：

沿用成灌铁路阶梯

票价原则，全程10元

隰�离堆公园站至南充

D6192次

隰�南充至离堆公园站

D6191次

票价：

一等座92.5元

二等座80.5元

制图 余进

开放前的离堆公园站内部，环境都像极了地铁站

“免费师范生”还有少量计划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汪玲）

今年我

省首次实行省属高校免费师范生招

生。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省录取场获

悉，截至目前，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

范大学、 乐山师范学院三所高校招收

本科层次(除“音、体、美”专业)农村

义务教育、 特殊教育免费师范生生源

良好，一、二志愿共计录取1049人，完

成计划的88% 。 艺体专科批免费师范

生培养院校则为成都师范学院， 招生

计划301名，一、二志愿已录取273人。

羊犀立交内侧进城辅道塌陷

施工期间限高2.5米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王圣

)昨晚11

时起， 因三环路羊犀立交桥内侧进城

方向辅道车行道出现严重塌陷， 危及

车辆行车安全，道路抢修期间，该路段

限高2.5米。

市交管局介绍，昨晚接报后，立即

安排专人约请属地交警二分局和成都

路桥经营管理公司现场勘查， 并迅速

将塌陷点封闭，避免出现危险。现场研

究后，拟定从7月22日晚11时开始占用

辅道（共宽8米）3米宽部分封闭施工，

预计24日晩24点恢复路面。施工期间，

为确保安全和畅通，远端设置限高2.5

米门架， 只允许小型车通行，8条公交

线路临时走桥面进城。

因病休学1年

内江女孩考上医科大学

成都商报讯（记者 姚永忠）

两岁

时生父因直肠癌去世， 高二时因肠道

切除手术被迫休学。 但坚强而乐观的

她，在一年后重返校园，今年高考还考

出了590分的好成绩。她就是内江一中

毕业生洪泽华。17日，她被中国医科大

学临床药学专业录取。

“上医科大学，能照顾自己和家

人，也能更好地回报社会，因为我也曾

得到许多人的帮助。” 洪泽华今年20

岁， 出生于内江市市中区凤鸣乡凤鸣

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011年春节，

她和妹妹先后被确诊为直肠息肉。洪

泽华说，所幸发现得早，没有癌变。一

个多月后， 洪泽华做了手术回家并立

即回学校上课。 但仅仅坚持了一周左

右， 因手术后肚子痛的她再次入院接

受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