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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米外的报纸

看得清标题

据一分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监控指

挥平台与成都公安共享天网系统的所有的

摄像头， 目前主城区摄像头数量超15000

个， 基本上覆盖了所有公共道路和公共区

域。也就是说，在成都主城区，城管的监控

指挥平台基本都能覆盖。

摄像头能看多清楚呢？ 记者和一分局

的工作人员联合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把一

张巴掌大小的报纸扔在地上， 报纸距摄像

头十多米，监控指挥平台抓拍下的图片，可

以看清报纸上的标题字样。需要说明的是，

这其中还有反光等因素干扰。“理想状况

下，有人在地上扔个烟头，高清摄像头可以

看清烟头上的logo（标记），可以晓得你抽

啥子牌子的烟。”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平台试用没多久， 就屡屡立功。以

前有人在地上喷涂“办证刻章，电话……”，

城管工作人员必须到场才能看到。现在利用

高清摄像头就能在指挥室里看到。

如此高清的摄像头会不会侵犯市民的

隐私？城管有正面回应：一、摄像头只监控

公共区域， 基本上不会拍到市民的私人生

活；二、录像资料是政府机密，如果工作人

员翻刻泄露机密，会被处以罚款、扣分，影

响公务员考核，是事关饭碗的事儿。更严重

的，还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本周末，成都商报“百名名师进社区”

活动第六站继续开讲！成都师范银都小学校

长文莉，双林小学数学老师、教导处副主任

丁晶将接力开讲，与家长们分享小学学科的

学习秘诀。

与中学学科学习的明确目的性不同的

是，小学学科因其启蒙性质，带了更多的不

确定性，也让众多家长有些无所适从。等发

现孩子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时，往往已经到了

小学的高年级阶段。 在本周的两场讲座中，

文莉和丁晶将与家长分享众多与生活息息

相关的小学学习方法， 家长们届时会发现，

原来孩子的学习这么简单，这么有趣。

根据前几站的火爆报名情况，因本次讲

座活动场地有限，家长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及

时报名。

一个男孩关于语文的疑惑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校长文莉在代小学

一年级的课。前几天的语文自习，大家正在

诵读《弟子规》，孩子们跟着老师的领读，读

到哪里手就指到哪里。 文莉其实比较疑惑，

一年级的小朋友刚接触拼音学习， 识字不

多，怎么知道读到哪儿了呢？此时，文莉看见

有个男孩一直在东张西望，座位下乱放着一

堆铅笔、本子。文莉走到那个男孩旁边，蹲下

来，指着正在读的那一页，提醒他读到哪里

了。可那个男孩皱着眉头问她“老师，什么是

国学？我们为什么要读？学这个有什么用？”

当了28年的语文老师，文莉第一次遇到有孩

子这样大胆地提出疑问。

在本周六上午的讲座中， 文莉将围绕

“语文是什么”“为什么学语文”“从生活中

学语文” 三个主题进行讲解， 从理论到操

作，解答家长们关于孩子学语文的困惑，并

且结合她多年的语文教学经验， 教给家长

们一些可操作的孩子学语文、 写作文的实

际办法。

从生活中学习语文

在文莉看来， 语文的学习一点也不严

肃，也并不困难。不仅是语文，孩子的教育，

首先都要从了解孩子开始， 从生活中进行。

家长们必须知道， 儿童都是独立的个体，每

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 不要总是用

“别人家的孩子”来比较。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优缺点。同时，家长们要了解儿童学习

的特点，例如神经发育的特点，以形象思维

为主等等。

语文的学习，其实可以从生活中着手。

家长可以在生活中，学用结合，欣赏孩子的

点滴成长。通过亲子趣味识字与写字、亲子

趣味阅读、趣味写作等方式，从衣食住行中

让孩子感受语文的存在和魅力。

“分数从来都不该是唯一的评判标准。”

文莉说，有时候，当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后，

包括分数等等，都会是水到渠成的。她希望

带领老师和家长们，寻求孩子们自我的成长

和超越，为孩子们的终身发展打算，而不是

一时一事的得失。

“尊重生命，彰显个性”一直是成都师

范银都小学的办学理念和目标。 而这个目

标，文莉和学校的老师们一直在努力。

活动预告

■

本周六上午

9:30~11:30

主讲人：成都师范银都小学校长文莉

海椒市街

60

号莲花社区活动中心

如何报名

� � � � 1. 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9:

00~17:00）；2、 打开成都商报手机客户

端———点击活动频道———进入『百名名师进

社区，速来点播』活动页面报名讲座。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杜玉飞

小学校长告诉你

娃娃的教育 从了解娃娃开始

“百名名师进社区”第六站本周末开讲 传授小学学科学习秘诀

城管天网千里眼 看得清路人抽啥烟

城管执法接入天网系统，1.5万个高清摄像头覆盖主城区，明年年初将正式投入使用

有图就有真相？

如果城管与小贩

发生摩擦， 一段

晃动的视频或者一张模糊

的照片是不是就能断定

“城管打小贩”？ 小贩、城

管谁先动手？ 这样的案子

怎么破？现在，这些问题的

答案都可以交给 “天网”

———它不仅能拍高清大

图，还能录清晰度达1080P

的视频， 所有情节都记录

在案。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

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一分局（下称一分局）

独家获悉，该局基于成都

天网系统建立的市容秩

序监控、 保障指挥平台

（下称监控指挥平台）已

于9月初试运行， 将在两

个月后，也就是2015年年

初正式投入使用。

以前月处案件七八百

现在增至三四千

“金牛金牛，收到请回答。”“金牛收到，

请讲。”“马鞍北路路口、 红旗连锁超市门口

有5个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 请派人前往处

理。” 这是监控指挥平台6日下午3时58分与

金牛区城管局通过对讲机的一段对话。9分钟

后， 骑着电动车的城管执法人员赶到了指定

地点。 对小摊贩进行了劝离，5个商贩配合执

法，推车离开了该地段。

像这样的现场直播式的执法， 城管一分

局每天要做100多件。据介绍，该局之前每月

发现、指挥处理的案件大概有七八百件，在监

控指挥平台上线后，这个数量是三四千件。

更值得说的是，原来分局只能发现问题，

通知属地城管部门去解决问题。“问题到底解

决的怎样，我们没法监管。而现在我们可以实

时看到全过程，还可以拍照、留视频存证。”

平台带来的效率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

分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说， 他们的一项常规

工作是机动巡查。以前去机投镇巡查办案，在

道路通畅的情况下，一趟也得两个半小时，而

实际在机投执法的时间也就半小时。 现在在

指挥室里查看机投镇区域的情况， 发现问题

即可让属地人员处理， 节省了很多时间。以

前，下雨天巡视会有困难，通过天网巡视，城

管的‘眼睛’可以做到全天候，不管风雨多

大，巡视都能到位。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李秀明

监控公共区域

录像回放曝实情

前不久的一个早上， 火车北站

附近。 一名城管协管员在巡查中发

现一家店铺把招牌摆在了门前的人

行道上。 协管员与女店主一番对话

后，女店主将招牌搬进了店里。虽然

两人发生口角， 且女店主有推搡协

管员的举动， 事情看上去都还在可

控的范围内。 谁知正当协管员转身

要走，女店主突然冲出店来，举手就

给了协管员一个耳光， 两人的冲突

随即爆发。

事后，女店主找到派出所，声称

城管打人。 协管员所属单位来一分

局调取视频后， 有理有据地与派出

所和女事主协商， 最终让事情有了

比较完满的结果。

不光可以“翻旧账”，更重要

的是，此监控指挥平台能“监控”

到执法人员的行为，并“指挥”第

一线的工作人员文明执法。城管工

作人员说，他们可以在屏幕上监看

到执法人员到场、劝离、处罚的全

过程， 如果发现苗头不对，“比如

对方情绪激动，或者多人拒不配合

执法时”，后方就会通知一线执法

者注意控制事态，避免酿成冲突。

用来干啥？有多高清？ 有多“能干”？

11

月

6

日

,

成都市城管执法局一分局监控指挥室里忙碌的工作人员 成都商报摄影记者 卢祥龙

74岁老汉张武（化名）身患精神疾病，

经常发病打砸家里东西， 还打骂老伴及家

人。“有一次差点把我掐死， 我实在受不了

了。”老伴周述英称希望他早点去世，便将儿

子儿媳叫到身边商量,“你们老汉太恼火了，

我又照顾不了他，干脆我们早点把他送上山

（杀死）算了，然后假装他正常死亡。”儿子

儿媳坚决不同意，周述英威胁儿子，“他不死

我就死，反正就这样子。”商量了两三次，最

终儿子儿媳同意了。 今年8月31日晚上10时

许，周述英与儿媳在家中强行给张武喂了10

多颗安眠药。然后，周述英又用针管给张武

注射了农药，最终将张武杀死。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老伴及儿子、

儿媳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彭州检察院批准

逮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七旬老翁患精神病被毒杀 嫌疑人竟是老伴和儿子儿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