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眉山职院每吨热水55元 追踪

一天宰500只鸭

松香脱鸭毛铅含量超标

近日， 温江区公安分局将辖区内经

营活禽宰杀的吕某和范某依法逮捕。

8月29日，温江区公安分局食品药品

犯罪侦查大队（经侦大队）接到群众举

报：温江区万春镇高山村1组有一户家庭

作坊利用松香拔鸭毛。接到报警后，温江

分局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迅速联合温

江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去查处，当

场查获已脱毛的鸭子150余只，成品烟熏

鸭、鸭肠若干，亚硝酸盐及疑似松香若干

袋，同时将作坊老板吕某、范某以及两名

小工控制。经检测，被检测鸭子中亚硝酸

盐含量超标49倍， 疑似松香中铅含量超

标86倍。

办案民警钱博介绍，去年8月，吕某

与丈夫范某开始使用松香除鸭毛， 并从

崇州、郫县、双流等地大量购入活鸭进行

宰杀加工， 一天最多可以宰杀近500只，

少的时候也有100多只，然后卖向温江及

周边区县的农贸市场。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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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报报道眉山职院的“天价”热

水后， 引起网友广泛热议。11月10日，央

视财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也关注了

此事，题称：“‘天价’热水寒透了多少

学子心？”主持人提出质疑，学校负责人

与水公司是否有特殊的利益链条呢？

11日、12日， 眉山职院的同学发现，

每个寝室里新张贴了一张“眉山职业技

术学院寝室热水使用须知”。 该文件显

示， 淋浴热水收费标准为每升0.055元。

每月10日、25日对各寝室热水表读数进

行抄录，请同学们及时核对，若有异议请

联系管理人员。

“学校终于整改了！”不少学生奔走

相告，以为淋浴热水价格下调了，但有同

学换算一下却发现， 每升0.055元也就是

每吨55元，跟原来一样。该校商贸旅游系

一位大一学生调侃称：难道学校认为我们

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都算不来账吗？

昨日，眉山职院的同学再次爆料称：

喝的开水才是真正的“天价”———每吨

约490元。该校机电工程系大二学生小张

做了个实验， 先在饮用开水机上刷卡显

示卡上金额20.63元，用一个550毫升的矿

泉水瓶子接满开水后， 卡上余额为20.36

元，即550毫升开水0.27元。折算下来，每

升开水约0.5元，每吨开水约490元。

“我们每天大概喝开水三至四瓶，

也就是一天一块钱，每个月30块钱。”小

张等多位同学表示，自来水才3.5元一吨，

烧成开水就是490元一吨， 直接涨了近

140倍，太吓人了。

昨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院长胡亮表

示，学生反映的“须知”是热水公司才张

贴的， 目的是提醒同学们核对抄表数目，

因为有个别数据可能存在问题，而此次公

布的收费标准确实还是原来的标准。目

前，淋浴热水的价格还没有调整，学校已

经在配合物价部门进行成本监审。

针对饮用开水价格问题，胡亮说，学

生宿舍饮用开水同样是招标引进， 由另

一家公司实施的BOT项目。对于开水的

具体价格，胡亮表示，他并不清楚，还需

要联系学校后勤处进一步调查了解。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语文数学有诀窍 周末讲座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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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语文特级，一个数学特级。

如果你的孩子还是小学生或者即将进入

小学，周末的两场讲座，绝对不要错过。两位

名师将用她们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 为家长

和孩子们带来很多学习语文和数学的奥秘和

诀窍，大量翔实的案例分析，既有教育之道，

也有操作之术。

按照以往惯例，今日，成都商报“剧透”

周末两位名师名校长讲座的内容， 方便读者

提前了解。

文莉：

从生活中学习语文 感受生命的成长

在本周六的讲座中，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校长文莉将从生活出发，结合自己多年语文

教学经验，教会家长们众多让孩子从生活着

手、学习语文的时机和窍门。为了家长们能

在短时间内学到可带回家操作的语文学习

方法， 文莉为本次讲座准备了几十张图片，

几十份孩子们曾经的作业，还有一些亲子手

工作品在现场与家长们分享。关注小学语文

学习的家长，一定不能错过本周六文莉校长

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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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需要尊

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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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除了要了解

孩子的性格特征外， 还要了解儿童学习的特

点。例如，从神经发育的特点出发，家长就要

有意识地注意孩子的学习时间， 每次控制在

15分钟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文莉建议， 家长要有意识地和孩子一起

分享语文学习的快乐，与孩子共同成长。文莉

的学校有班级曾经布置过这样一堂作业———

有魔力的门票。 孩子们需要收集自己曾经买

到过的门票， 然后根据门票上的内容进行描

述。 孩子们交上来的作业可谓五花八门包罗

万象，天南海北都被孩子们收集到了一起。有

些孩子不仅描述了门票上的场景， 还回忆了

自己当初游历时的经历， 甚至有孩子根据门

票，给对方做了精彩的广告。文莉说，以此类

推， 家长们可以在生活中与孩子共同分享食

品说明书、玩具说明书、药品说明书、广告宣

传等物品， 这些可以说都与孩子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就拿食品说明书来说， 只要孩子们

把厨房的那一堆油盐酱醋上的字都认一遍，

已经是好几十个字的识字量了。”

丁晶：

学数学也要有“听说读写”良好习惯

丁晶老师表示，“教会学生思考， 对学生

来说，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本钱。”在人的一

生中，真正重要的不是“知识”数量的多少，

而在于能否找到有用的知识， 是否善于运用

知识。唯有当知识被用来开启心智，知识被用

于解决实践问题的时候， 知识才真正找到通

向美德的途径， 才能够转化成为人生智慧的

力量。

在周六的讲座中， 来自双林小学的数学

特级教师丁晶，将和家长们一起分享，如何正

确把准孩子思维发展的阶段， 正确地对孩子

加以引导，比如，在孩子直观行动思维阶段，

是以实际的操作行为为依托的数学思维；而

到了具体形象思维阶段，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

以事物的表象为依托， 它是一般形象思维的

初级形态； 而抽象逻辑思维是脱离了直观形

象， 依靠概念、 判断和推理所进行的数学思

维。这个时期，家长如何培养和引导，就显得

非常关键了。

丁晶表示，学习语文要听说读写，其实，

学习数学也要有 “听说读写” 的良好习惯，

听，就是认真听“讲”的习惯；说，就是会说数

学的习惯； 读， 就是认真阅读数学课本的习

惯；写，就是认真完成作业的习惯。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杜玉飞

百名名师进社区讲座信息

讲座一、《语文教育与生命成长》

主讲人：

四川省特级教师、成都师范银都

小学校长文莉

讲座时间：

本周六上午9:30—11:30

� �

讲座地址：

海椒市街60号莲花社区活动

中心

讲座二、《点燃孩子思维的火花》

主讲人：

双林小学数学老师、教导处副主

任丁晶

讲座时间：

本周日上午9:30－11:30�

� �

讲座地点：

林荫街19号附2号 跳伞塔街

办南虹村社区活动中心

从每吨55元到每升0.055元

学生调侃：

我们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仅靠面试难以招到合适的毕业

生” 是企业在高校招聘的一个难题，四

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在“最难就业

季”的背景下，在全国高校中首次组织

模拟经营比赛，让企业进校挑选，参加比

赛的学生很快签约了企业。

昨日，川农首届彩景杯“勇往职前”

模拟经营挑战赛决赛举行。 本赛事主要

针对大四即将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采用职场模拟的方式进行，140余名选手

和30余名教练组成12支参赛团队。

“骐骥”团队在半决赛获得第一名，

模拟CEO李畅表示，这个比赛让我们在

步入职场之前能够了解到企业和市场需

要怎样的人才，自身再进行查漏补缺。而

另一团队的“N+1� Landscape”设计方案

已申请专利， 科创控股集团负责人现场

表示“我很看好这个方案”！目前，已有

三家园林公司相中李畅。据悉，经过半决

赛，三分之二的选手已与公司签约。

活动主要策划人赵莉表示，之前学生

都是靠专业找工作，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

靠自己综合表现的“气场”打动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实习生 杨彩霞

帮学生找工作新招

川农大办求职比赛

谁好谁差一目了然

撞垮高速人行天桥 货车方或赔百万

事故导致车上1人受伤；成渝高速方称天桥高为5.5米，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至少5米高度

昨晨6时30分，成渝高速隆

昌双凤段， 一辆大货车将一座

5.5米高的人行天桥撞垮，致使

该路段交通一度中断。 货车司

机及高速公路管理方称， 是货

车液压车厢将天桥撞垮的，但

高速交警表示具体原因有待进

一步调查。

半截天桥被撞垮后，断桥正

好砸在司机和司机身后正在休

息的人中间，致一人受伤，但伤

势不重，两人均躲过一劫。

昨日10时30分许， 成都商报记者闻讯赶至事

发现场， 高速交警及成渝高速内江管理处的工作

人员仍在现场处置， 该路段双向均已恢复半幅通

行。现场，内江至隆昌方向的半截人行天桥已经垮

塌，肇事货车已被拖离现场，断桥已断成几块，被

丢在护栏外的水沟里。

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内江管理处营运安

全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人行天桥是被一辆内江籍大

货车撞垮的，该货车在途经该路段时，液压车厢撑起

来超过了人行天桥。“高速公路的人行天桥要求高

度至少5米，该人行天桥高度5.5米，符合相关规范。”

据了解，事发后，高速交警、隆昌消防及成渝

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内江管理处便迅速赶至事

发现场展开救援。 高速交警成渝三大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事故致使货车上1人受伤，目前货车将人

行天桥撞垮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昨日下午，肇事司机钟华（音）在电话中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当天凌晨，他和朋友从内江出发，准备

前往泸州，是货车液压车厢撑起来将天桥撞垮的，但

他也不知道车厢是何时撑起来的，如何撑起来的。

事发后，货车驾驶室严重变形，车上1人被困。

参与救援的隆昌消防中队副中队长闫志辉说，半

截人行天桥被撞垮，货车还冲出了数米远才停下，

现场玻璃碎片、断桥上散落的混凝土块散落一地。

桥被货车撞垮后， 断桥一块约10米长的混凝

土板砸在货车驾驶室上方。“幸运的是， 这块混凝

土正好砸在驾驶室内的两人中间。 如果砸的位置

偏一些，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闫志辉还说，货车

司机没有被困， 只是驾驶室后排座位上正在休息

的一人右手手臂被严重变形的驾驶室卡住， 无法

动弹。利用液压破拆工具对车门进行破拆后，被困

人员才被救出送往医院。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在内江市中医院骨

科病房内见到伤者陈茂刚， 其头部、 背部轻微擦

伤，主要伤情在右手臂。“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可能

伤到神经了，手指动不了，基本没知觉，不过问题

应该不大。”事发时，陈茂刚正躺在驾驶室后排睡

觉，“幸好砸在中间，不然后果就严重了。”

陈茂刚说，他和货车司机钟华均是内江人，在

泸州一个工地上运土石方，昨日是回内江办事后返

回泸州上班。“出事后，我被卡在里面，啥都看不见

后来消防员把我救了出来。”昨日，在现场处置的

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周明

利说，砸在货车驾驶室上的混凝土板重量约20吨。

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内江管理处营运安全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 该人行天桥随成

渝高速建成通车同步投入使

用，至今已近20年。

同时， 该负责人还表示，人

行天桥5.5米的高度符合相关

规范， 管理方平时也进行了维

护，该桥不是危桥。

该负责人表示，天桥是被

货车液压车厢撞垮的，货车方

将承担相应责任，高速公路管

理方将要求货车方赔偿相应

损失。“具体的损失和赔偿金

额， 待交警将原因调查清楚

后，再由工程上进行鉴定才能

确定。”

“这种桥，估计上百万。”

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员周明利表示，人

行天桥半截被撞垮后， 另外半

截也将拆除。

钟艳华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高速人行天桥要求高度至少5米，该桥高5.5米，符合相关规范”

肇事司机“不知车厢何时撑起来的”

“可能伤到神经了，手指动不了，基本没知觉，不过问题应该不大”

躲过一劫 断桥砸在中间伤者无大碍

天桥不是危桥

货车方将担责

轨道交通

泸州仍处想法阶段

宜宾明年12月竣工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泸州市规划住建

局获悉， 为加快融入长江上游新型城镇化发

展格局， 泸州将规划泸渝城际轻轨以及泸县

至合江、泸州至合江三条城市轻轨。泸州市规

划建设局局长陈军表示，三条轻轨建设，目前

仍处于规划想法阶段， 何时实施还没有明确

时间表。

同样， 宜宾也在积极规划建设自己的城

市轨道交通。10月23日，宜宾市人民政府与成

都新筑路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现代有

轨电车项目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公私合建的

首条全长14.7公里 “宜宾现代有轨电车示范

线” 将于2015年1月开工建设，12月竣工投入

运行，总投资约30亿元。建成后，宜宾将成为

全川首个拥有轻轨电车的城市。

高速公路

形成路网闭合环

宜宾到重庆仅需2小时

2012年12月26日， 随着宜泸高速公路通

车，川南宜宾、泸州、内江、自贡实现高速公路

正式连通，路网形成不规则的闭合环线，川南

一小时城市经济圈正式形成。

宜泸高速公路与泸渝、 雅乐高速公路一

道串通1200公里成渝地区环线， 并以泸州为

节点，东南方向与成自泸赤高速公路相连，连

通宜宾、泸州和贵州遵义。东北方向，宜泸高

速与在建的泸渝高速公路对接， 打通省内又

一条出川通道； 宜宾到重庆里程将由现在的

280公里缩短为200公里， 行车时间将由现在

的3个小时减少为2个小时； 宜宾到泸州将由

现在的2个小时缩短为40分钟。

城际铁路

内自宜段全长138公里

内江到自贡仅需15分钟

今年9月1日， 川南城际铁路相关工程开

始组织实施，这标志着川南四市即将迈入“半

小时经济圈”。

据川南城际铁路公司相关人员介绍，川

南城际铁路内自宜段全长138公里，正线里程

99公里，共分布车站6个，力争明年开工，预计

2018年底前建成。该铁路的建成将改变内江、

自贡、 宜宾三座城市目前所依靠的内宜高速

公路交通现状，把内江到自贡30分钟车程、内

江到宜宾1小时20分钟车程缩短为内江到自

贡15分钟、内江到宜宾30分钟。

成贵高铁

预计2019年12月竣工

成都8小时可到广州

成贵高铁是国家高速铁路网重点项目之

一，起于成都南，途经乐山、犍为县、宜宾市、

长宁县、兴文县而后进入云南境内过威信县、

镇雄县最后再进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黔

西县东至贵阳市， 全长约632.6公里， 总投资

780亿元，为客运双线高速铁路，行车速度250

公里/小时，列车类型为和谐号动车组，素有

“世界第一条山区高速铁路”之称。预计2019

年12月竣工通车，建成后，届时成都3.5小时左

右可达贵阳，连接贵广高速铁路，成都至广州

全线高铁，8小时可达。

成渝客专

明年建成通车

内江段设3个站点

目前， 内江境内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

有成渝、内遂、内宜、隆纳和成自泸高速公路，

内江与川南的自贡、 泸州、 宜宾及周边的资

阳、遂宁等城市均实现高速公路相连。

最让内江老百姓期待的是成渝客专。

目前， 成渝客专内江段站房主体工程有序

推进，辖区内无砟轨道已基本铺设完毕，正

在进行外电源设施安装和调试， 成渝客专

全线也将在明年建成通车。 成渝客专在内

江境内设有资中北、内江北、隆昌北三个站

点， 其中内江北站还将接轨规划中的川南

城际铁路。

成渝客专建成后， 内江将融入成渝两大

中心城市的半小时经济圈。 加之规划中的川

南城际铁路及已建成、在建的高速公路，内江

将成为成渝线上的“立交桥”。

在建高速

五指山隧道右洞贯通

宜叙高速预计2016年通车

11月10日中午12点整， 位于宜宾市长宁

县龙头镇境内的宜叙高速公路五指山隧道右

洞顺利贯通， 标志着宜叙高速公路隧道工程

建设取得新进展。

据宜叙高速公路公司介绍， 宜叙高速公

路是四川省高速公路规划网中省际出川大通

道的重要路段，全长114.07公里，概算总投资

102亿元。截至10月底，宜叙高速公路完成投

资36.5837亿元。 随着五指山隧道的右洞贯

通， 宜叙高速公路正朝着2016年通车目标向

前推进。

目前， 泸州在建的高速路还有叙 （永）

（古）蔺高速。叙（永）（古）蔺高速一旦建设

完成，通过与此前已经建成的纳（溪）黔高速

连接，泸州至古蔺道路通行时间，也将整体缩

短至一个半小时。

川南城际铁路将内、自、宜、泸四城联系缩短为半小时，再造“半小时经济圈”

宜宾泸州拟建轻轨 一“网”连四城

才闻宜宾将上马城市有轨

电车， 又闻泸州规划建设连接

重庆的城市轻轨。连日来，川南

四地“喜事”不断。

“经济要发展， 交通须先

行。”近年来，“川南抱团发展”

的呼声日益高涨， 已建成的高

速公路网将川南四地连通形成

一小时经济圈， 在建的成贵高

铁将大大缩短川南各地通往广

州、香港的时间，规划中的川南

城际铁路则将四地的联系再度

缩短为半小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

兴洲对川南四城“抱团发

展”十分认可，并表示，交

通有效衔接后有助于形成

协同效应，打破行政区划。

任兴洲表示， 四个城

市通过交通“抱团发展”，

是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

源，形成优势互补，分工细

化，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无疑是最有效的。 未来通

过交通先行达到打破行政

区划、 形成区域之间的合

作等是大的发展方向，不

光是川南，或许在川西、川

北、 川东甚至在更大的范

围内， 也将形成打破原来

的“一亩三分地”，在更大

范围内配置资源， 优势互

补，抱团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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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衔接形成协同效应

可更大范围配置资源

世界糖尿病日

多家医院开展专场义诊

今日是世界糖尿病日， 国际糖尿病

联盟（IDF）公布了今年的主题为“健康

饮食与糖尿病”， 成都多家医院将开展

糖尿病专场义诊。

今日上午8:30至12时， 四川省人民

医院内分泌科及营养科专家在该院门诊

大厅举行义诊活动，并免费检测血糖。

上午10时整，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门诊一楼，内分泌科开展“世界糖尿病

日”专场义诊，欢迎广大糖尿病患者及

家属参加。

下午1:30-4:30，成都市第一人民医

院将于北区（红星路一段）举办相关主

题义诊和免费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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