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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又立秋了。 炎热的日子即将过

去，孩子们的暑假也已过半，在夏末秋初

的这段日子里， 有很多人在四川遂宁金

桥新区开幕的“迪士尼欢乐博览”找到

了自己的快乐。比如，在这里提前实现了

“亲近正版迪士尼卡通明星” 生日愿望

的“樱花小萝莉”果果；再比如，见到了

米妮米奇、蜘蛛侠、小熊维尼、跳跳虎、钢

铁侠、 迪士尼公主等卡通巨星的无数大

朋友和小朋友； 还有在户外的超大水上

乐园和水上冲关赛道跃入清凉水世界的

小伙伴。他们，很快乐。

而最新的好消息是， 从8月2日开幕

到现在，数万热情粉丝的“轰炸”也感染

了活动主办方，他们决定从即日起到8月

17日活动结束， 户外的游乐区免费向所

有游客开放。还有一份体贴的建议是：最

佳的户外游园时间是上午11点前和下午

3点以后，其余时间大家正好可以到凉爽

的空调房里与迪士尼卡通巨星们见面，

留下这个初秋最美好的回忆。

时光总是匆匆，幸好，欢乐一直就在

我们身边。

成都商报记者 摄影记者 陶轲

欢乐“迪士尼”的夏末秋初

即日起到8月17日，“迪士尼欢乐博览”户外游乐区免费开放

特别提醒： 请自驾车前往的朋友留意沿途的

指示牌，小心错过走冤枉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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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敬请关注活动专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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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醒

温馨提示

1、入场高峰时可能会排队游览。

2、门票当天有效，出园后又入园，需再

次购票。

3、每名儿童入园需大人陪同。

读者可登录大麦网成都站、 成都商报

买够网团购门票。

“迪士尼欢乐博览”这样去，小伙伴们出发吧！

购票通道

大麦网http://item.damai.cn/69329.html

� � � �儿童票（仅限1.2米以下儿童使用） ；单人

票（1.2米以上儿童及成人使用） ；家庭套票

（三人使用，至少包含一名1.2米以下儿童）

成都地区购票点： 成都市顺城大街嘉

好大厦1208室（银河王朝大酒店正对面），

咨询电话：028-86677900

水上项目带来凉爽

“樱花小萝莉”与蜘蛛侠合影

米奇、米妮见面会人气爆棚小朋友参与飞天蜘蛛侠的攀登游戏

自2011年8月任双流县永安中学校长以

来，龙清明常常以校为家，“从周一到周五，吃

住都在学校。他坚信，当他成为一名留守校长

的时候， 永安中学， 就一定会长出飞翔的翅

膀。”这是2013年12月，双流当地举办的十大

优秀人物颁奖晚会上组委会给予他先进事迹

最准确的概括。

用智慧、爱心、责任成就学生，一心探索

兴校路，带领薄弱学校发生翻天巨变，这就是

他从教近30年始终坚守的育人准则。

以校为家 他让学校完美蜕变

2011年8月， 龙清明开始了他的留守生

涯。清晨，他第一个站在校门口迎来一批批的

学生，然后一间间教室巡视。白天，他要么一

个人悄悄地拿起笔记本到教室听课， 要么和

老师促膝谈心，或者找学生聊天。夜里，他又

悄悄在寝室外面守候着， 看到学生们都入睡

才悄然离开。回到宿舍，他又开始整理一天的

心得，准备第二天的工作。在永安中学的校园

里，他的灯一直都是最后一个灭的。

走进永安中学，校园里学习氛围浓厚，学生们

以饱满的精神学习知识，教室里不时传出琅琅读

书声。在永安中学，说起龙清明，同事们都竖起大

拇指；在永安，说起龙校长，家长都赞不绝口……

1986年， 龙清明从四川师范大学物理系

毕业后，分配到南充营山县中学工作，1994年

招聘到双流中学。2011年，龙清明调任永安中

学任校长。从城里调到集镇，龙清明长期驻守

在学校，不仅将“家”安到了学校里，平时吃

住都在学校，就连暑假也都泡在学校，从未缺

席一天。 曾经为了让两名高三学生住得好一

点，他和另一位同事主动让出宿舍。为了学校

的地面硬化和风景建设，连续两个暑假，龙清

明做起了“农民工”。手上磨起了血泡，后背

晒掉了皮，他丝毫没有吭声，学校的食堂大爷

看了，站在一旁悄悄抹泪。

在龙清明的不懈努力下， 永安中学变成

了双流教育的“一张名片”。去年，永安中学

高考成绩全面告捷。

痴情守候 他点燃师生希望

刚到永安中学， 大部分教师上班有气无

力，教学好的教师更是多半渴望调离。一批批

的学生也渴望转学， 每年生源大量流失是学

校留给龙清明的第一印象。 经历激烈的思想

斗争，龙清明决定开始他的留守生涯。

为了提升学校师资力量与办学水平，他

首先开展精神拯救， 树立永中人的“五气”，

“六讲”， 毫不动摇地捍卫学校遵规守纪的正

气，完善各种规章管理制度。其次提升学校师

资水平，带着学校老师听课、观课、摩课，外出

学习，开展师徒结对、“百名教师千家访”等活

动，不断点燃教师成长激情，激发教师潜能。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每天清晨，

他第一个站在校门口迎来一批批的学生，然

后一间间教室巡视全校早自习。每年，他要听

160节课以上，每周至少听三节课，每个年级

每学期至少开2至3次家长会。 如今在永安中

学， 不论老师还是学生， 都充满了青春的活

力、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双流县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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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个鼓励社会投资重大项目公布

四川电信项目首次鼓励社会投资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随着夏季高温的不断侵袭，属于天府

之国的狂欢盛宴也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高

潮。8月9日，四川首个创意主题日活动“彩

色狂欢日”将在成都欢乐谷启动，为蓉城

市民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彩色大战！

彩色狂欢为盛夏添彩

彩色狂欢日这一主题活动源于印度

洒红节，以互泼彩粉、彩水表达祝福。此

次欢乐谷彩色狂欢日主题活动将被打造

成“世界上最疯狂、最快乐、最多彩的盛

夏狂欢活动”，铭记于每一个参与者的心

中，成为盛夏时光的一个最美记忆。即日

起， 广大谷迷朋友们可以通过成都欢乐

谷官方新浪微博、官方微信报名参与。

据悉， 此次彩色狂欢日活动将分为

“彩粉大作战”“彩虹喷射战”“色彩大

狂欢”“彩色洗礼”四个板块进行。活动

期间，游客朋友们将被分成红、黄、蓝、绿

四个阵营各自为战。在“彩粉大作战”和

“彩虹喷射战”这两个环节中，一组队员

将通过主场的障碍物进行通关挑战，而

此时其他队伍的选手会利用手中的彩色

无毒玉米粉、彩色水枪对他们进行攻击，

色彩斑斓的粉末、 水流在空中肆意地挥

洒，那场面想来也将是欢乐无限。在接下

来的“色彩大狂欢”环节，主场地的喷泉

将开启， 为所有彩色狂欢的人群带来冰

爽的亲水乐趣。 最终获奖的选手会被其

他人用彩粉、彩水进行“彩色洗礼”，用

激昂红色、浪漫紫色、光明黄色、自由蓝

色、活力绿色等色彩，渲染出属于年轻人

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将彩色狂欢日

主题活动推向高潮！

“8·23”圣象欢乐GO

� � � �除此外，8月23日， 成都欢乐谷与圣

象家居联袂打造免费嗨翻欢乐谷的激爽

体验活动， 共同为全川及周边省市的朋

友带来这个夏天专属的玩乐时光！ 圣象

家居在19周年庆之际感恩回馈全川圣象

用户家庭，“土豪金”、 山地车等1100余

项超级大奖狂热大派送， 惊喜根本停不

下来。

优惠信息：

中高考生优惠：6月9日至8月31日，

2014年应届中、 高考生凭本人有效准考证

原件， 购买成都欢乐谷日场门票享130元/

张特惠。

“8·23”圣象欢乐GO：8月23日前，

在全川各大圣象地板专卖店购买地板，

均有机会获得成都欢乐谷豪华家庭旅游

券一份。

（王荣）

喧嚣的都市里，每天行色匆匆。周末

了，想不想远离这种生活，求一片安宁？

半小时，成都到彭山，您就能从都市

白领回到田园生活。

8月6日才开园迎客的彭山县观音镇

万亩葡萄园里，30多个品种的葡萄等您

来———在葡萄藤下摇罗扇，逐流萤，参加

吃葡萄比赛。

葡萄园里耍好了，别急着走，驱车十

分钟， 修身养性的彭祖山可以让您去避

暑，山上下来，城边上，占地1300余亩的

“寿乡水岸·五湖四海”千亩湿地公园早

在七月就免费开放了， 上千亩的水域面

积随便你耍水，保证让您一身清凉。

耍好了，再说吃，除了漂汤、甜皮鸭，

彭山的河鲜也是滋味鲜美， 坐在岷江边

上，江风迎面，大江东去，美景、美味，美

不胜收，这才是周末应该过的生活啊！

周末吃葡萄 半小时到彭山

8月6日， 彭山第五届观音美人指葡

萄采摘节正式开园， 上万名游客走进葡

萄园里，面对30多种又甜又脆、带有玫瑰

香、多汁清香等口味的葡萄，他们的嘴一

直没停过，除了笑就是吃。据悉，以“展示

万亩葡萄美景，陶醉外乡千万游客”为主

题的本届采摘节，将持续两个月。

目前，彭山已建成特色葡萄产业2.3万

余亩，培育了36个品种，年产量2万吨以上，

成为典型的都市近郊观光农业特色基地。

周末，成都而出，半小时到彭山，还

能赶上吃葡萄、摄影等比赛，一大串葡萄

被分分钟消灭，何等乐哉？

好耍又不累 上山避暑下山耍水

葡萄园里耍好了，别急着走，修身养

性的彭祖山还等着您来避暑呢。

彭祖山原名仙女山， 距县城6公里，

是中华养生文化第一山，可旅游观光、食

疗、气疗等。

下山后，岷江边，“寿乡水岸·五湖四

海”千亩湿地公园内有水域面积上千亩，

有宽阔湖面9块，人工岛39个，各类苗木

花卉112种，同时还有水车、亭子、竹制小

品等，想不清凉都不行。

耍好了，再说吃，除了漂汤、甜皮鸭，

彭山的河鲜也是滋味鲜美， 坐在岷江边

上，江风迎面，大江东去，美景、美味，美

不胜收，这才是周末应该过的生活啊！

徐军 赵文瑞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8月4日， 四川省发改委发布了首批116个

鼓励社会投资的重大项目， 涉及交通基础设

施、信息基础设施、水利工程、油气管网、节能

环保、健康养老、旅游开发、保障性住房及棚户

区改造、国有股权转让等九大领域，估算总投

资2246亿元。

省发改委项目管理处相关人士表示，这是

截至目前四川省推出的针对社会资本的规模最

大、领域最广的项目名单，“电信和国有股权转

让等项目都是首次纳入其中”。 与往年西博会

期间公布的同样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的重大投资

项目相比，“这些项目更实，目前各部门也正在

研究相应的配套鼓励政策。第二批项目将在今

年西博会期间公布”。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蛋糕”最大

从项目数量看，保障性住房及棚户区改造

项目最多，有36个；其次是信息基础设施和旅游

开发，分别为21个和19个。

从投资额看， 涉及投资最高的前三类项目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旅游开发项目、保障性住房

及棚户区改造项目， 估算总投资分别为761亿

元、478亿元、413亿元。

名单的看点还有，本次纳入了交通、油气等

原“垄断”领域项目。在油气领域，有原本专属于

“两桶油”的管网项目，比如川东北-川西输气

联络线工程（元坝至德阳段）、元坝-广元输气

管线、元坝首站-阆中输气管道工程、三邑-天府

新区输气管道工程（西环线）等。铁路领域，不仅

有之前关注度很高的川南城际铁路，也有隆黄铁

路叙永至毕节段、连界至乐山铁路。

首次纳入12个国有股权转让项目

省发改委项目管理处相关人士介绍， 与以

往公布的重大项目相比， 本次首次纳入了电信

和国有股权转让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从项目列表中看到， 涉及电

信的有四川电信宽带乡村、 四川电信光网四川

项目、四川电信移动网络建设及运营、四川电信

智慧城市、四川电信智慧家庭等项目。

同样， 作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行

动， 项目名单中推出12个国有股权转让项目，其

中包括成都绕城西段高速公路、 达州燃气电站、

四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团增资扩股项目等。

“这些都是以前没有的，也就是我们这次

拿出来的项目基本都是有钱赚的。 以前民间资

本根本进入不了”，他介绍说，这些项目中，关

于社会资本投资占多大比例的规定， 各个项目

都不同，“具体情况可以向项目负责人了解”。

“我们的项目才公布，今天就接到了五六

个电话了，都是来咨询项目投资”，他说，“现在

民间资本钱很多，找不到好项目，政府项目多，

找不到资金。”

他表示，目前四川全社会投资的项目，有超

过50%都是民间资本投资。

首次纳入电信项目

包括四川电信宽带乡

村、 四川电信光网四川项

目、四川电信移动网络建设

及运营、 四川电信智慧城

市、四川电信智慧家庭等

首次纳入国有股权

转让项目

包括成都绕城西段高

速公路、达州燃气电站、四

川铁投城乡投资建设集团

增资扩股项目

“留守校长”龙清明：把宿舍让给学生

双流县永安中学校长以智慧、爱心、责任成就学生，薄弱学校发生翻天巨变

四川首个彩色狂欢日 再掀欢乐谷狂欢高潮

周末何处去？ 萄醉彭山好耍不累

龙清明与学生们在一起

双流县永安中学

校长

龙清明

面

孔

我们身边

清风正气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