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弄清了‘怎么看’，解决了认识问

题；明确了‘怎么办’，解决了路径问

题；提出了‘怎么干’，解决了方法问

题。全市经济工作分析会为下一阶段做

好全市经济工作统一了思想、指明了方

向、提出了要求。”全市经济工作分析会

后，金堂县迅速传达贯彻，研究部署下

一阶段经济工作。金堂县委书记金城表

示，“金堂县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和新初书记对金堂‘四个走

在前列’的工作要求，以加快发展为第

一要务， 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

勇于担当，自我加压，做到目标不变、增

速不减、指标不降，确保2015年全县地区

生产总值增长9%，力争10%；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

增长1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 11% ；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3.5%，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平稳健康快速

发展，力争在四个方面走在前列。”

“金堂县是成都三圈层丘区大县，

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努力走在后发地

区稳中求进的前列”，金城表示，县委已

经把2015年确定为“产业提升年”，制定

了落实经济稳增长16条措施， 下一步我

们还将把握稳增长主线，坚持项目为要，

全力推进31个总投资346亿元的省市重

点项目建设， 确保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320亿元。据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金

堂县将坚持产业第一， 深入推进三次产

业转型升级发展，全力争取成都（金堂）

通用航空产业园区落地建设， 加快以中

节能为核心的“一基地三平台”建设，争

创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国

家级低碳工业园试点； 继续抓好70万亩

常年保障性蔬菜基地和10万亩粮经产业

高产高效示范基地建设， 推动农业产加

销一条龙、农工旅一体化复合发展；加快

港中旅温泉度假区、五凤古镇二期、县城

水域1号航线提档升级工程等重大商旅

项目建设，办好铁人三项世界杯赛、中国

龙舟公开赛等重大文体赛事活动， 带动

全域旅游发展， 全力打造成都近郊休闲

旅游目的地和成都后花园。 经过全县干

部群众的持续努力， 实现在全省丘区率

先、与成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是努力走在丘区新型城镇化的

前列。按照独立成市理念，金堂县将有

序推进县城和淮口、竹篙两个重点镇扩

容提质，加快县城区5.5平方公里新型城

镇化试验区建设，深化“四改六治理”

行动，推动示范镇向小城市和特色镇转

型升级。全面完成省级新农村成片推进

示范县建设，按照产村相融理念和“小

组生” 模式推进55个幸福美丽新村建

设，统筹抓好产业发展、环境治理、农民

增收、户籍改革、依法治村等工作，推进

丘区农民就地城镇化。

三是努力走在农村改革的前列。以

放活土地经营权为重点，积极探索推进

农村“三块地”改革。实施农村集体资

产股份量化改革，抓好农业经营主体培

育，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大力发展集体

经济。深化农民财产性增收改革，启动

农田水利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运行管

护机制试点工作。 改进农业补贴办法，

探索财政支农资金量化为农民个人财

产的机制办法。开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试验、村民自治试验，探索依法治村

新机制，力争多出鲜活改革经验。

四是努力走在改善促进民生的前

列。全年民生投入保持稳增不减。扎实

抓好城中村及老旧院落整治、棚户区改

造、安置房建设、饮水安全等民生工程。

力争17个相对贫困村今年全面脱贫。构

建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确保城乡居民“餐桌上

的安全”， 争取早日建成全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

成都日报记者 陈泳

甄先尧做客市民道德讲堂

成都商报讯 （实习记者 李彦琴）

昨

日，温江区政协副主席甄先尧在成都图书

馆二楼成都市民道德讲堂带来《让道德的

光芒照亮现实》的讲座。甄先尧在讲座中

为大家分析了一些不文明事件， 并认为

解决这些问题最主要是要解决“恶性循

环”和“知道做不到”，要从自己找问

题，大家应该回归平静，做一个有文化的

人，坚守底线，做一个有修养的人，知耻

明礼，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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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2:30，

著名军事专家罗援少

将做客金沙讲坛，以

《周边安全环境和软

实力建设》为题发表

演讲。据了解，罗援少

将目前担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是我国著名国际战略

学和国家安全学专家。欢迎广大市民前往

娇子音乐厅（蜀都大道东段水碾河路48

号）免费听讲。

小记者

每个人都有一双手，有的人手粗糙

有力，有的人手柔软细腻 而我的家却

是一只五彩缤纷、绚丽多姿的手。

我的爸爸身强力壮，重活累活他

抢着干，却没有一点怨言。每次出去

旅行， 爸爸拿的东西总是最多的；每

次大扫除， 爸爸干得也是最卖力的，

犹如五指中的大拇指，最不怕吃苦和

卖力。我的妈妈温柔美丽，干活比拇

指爸爸少一点，却要复杂得多。每次

搭帐篷，搬的是拇指爸爸，搭的还是

妈妈，每次扫地，妈妈也总是打扫细

小的地方，活像五指中的食指，做事

灵巧又细致。我的爷爷，才华横溢知

识渊博，年老体不弱，七十多岁还能

抱起我这个“肉团”，每次事情都是

后方出谋划策之人，每次我遇到不会

做的题，爷爷总是“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好似五指中的中指，每次遇到什

么东西，他先检查一番。我的奶奶满

面春光，做事不如拇指爸爸和食指妈

妈，知识不如中指爷爷，做饭却有一

手，被我戏称为天下第一大厨，每次

我一放学回家，刚进屋就被奶奶做的

饭勾得“口水直下三千尺，疑是饭汤

落嘴边”,仿佛是五指中的无名指，身

材修长。我呢？就像稚气未消的小指，

秀丽可爱，这凑凑那看看，帮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手就像一家人，每当我看见自己

的手，就好像看见了我那和睦相处其

乐融融的家。

我的家

商报小记者刘嘉皓 川大附小四年级

母爱的回报

商报小记者杜金洋 成都双语实验小学六年级

“汪汪汪！”“呜哇哇哇……”“儿

子！别怕！救命啊！救命啊！”发生了什

么？我带你们去看看吧。

就在这周四，中午12时40分，在光

华北一路培华段的一处小土坡上，发生

了一件可怕的事。

“儿子，慢点，别跑快了！”一位母

亲追着可爱的儿子。“呜……汪汪！”在

一处小土坡前，一只无人看管的恶狗嚣

张地叫着， 好像在对儿子说：“这是我

的地盘，请你让开！”可是，有谁听得懂

呢？儿子和母亲仍在那儿嬉戏。这时，恶

狗的忍耐似乎已经到了顶端，突然向着

儿子扑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母亲意识

到了不对，一下扑向儿子，把已经吓愣

的儿子护在了自己的怀中。

这时，儿子开始大哭起来，母亲开

始试着把儿子逗乐，可并没有。恶犬如

同闪电一般冲向护着儿子的母亲，母亲

没有放松，紧紧抱着儿子，护着孩子幼

小的身躯。儿子的哭泣并未停止，恶狗

的撕咬也不懈怠。母亲却从始至终护着

儿子， 鲜血从母亲的身体里沁了出来，

染红了娃娃的T恤和裤脚。可是，这不

但是身体里流出来的血，而且是从母亲

张丹心里流出来的血啊！

后来，恶犬被好心人赶走了，母亲

被送进医院。据医生说，妈妈身上从头

到脚，有十九个伤口。天哪，十九个伤

口，是什么使得母亲为了保护儿子而留

下这么多伤疤？毋庸置疑，是母爱。

母爱的伟大

商报小记者李阳胜 嘉祥北城分校六年级

在今天，我不吝惜我的零花钱。准备去

请我的母亲吃一顿大餐。可今天去吃饭的过

程中发生的事却令我难忘……

在今天的这个相当明媚的上午，我

牵着母亲的手， 高高兴兴地带着母亲去

吃大餐。就在我们走着走着时，一个恐怖

而又狰狞的布满血丝的双眼盯上了我。

它越走离我越近。突然，它出现在了我的

眼前。它嘴里发出了呼呼的声音，仿佛要

吃了我一般，我被吓蒙了。可反应敏捷的

母亲发现了不对，一下子抱住了我，回转

头就往后跑。想不到的是，那只恶狗立刻

就扑了过来，疯狂撕咬着妈妈。妈妈没有

松手，死死抱住我。幸好热心的叔叔打跑

了那只恶狗，我们母子俩得救了。

母亲被送去了医院，检查出来了十

九道伤口。在那时，我心里感到了后怕，

如果不是母亲，我可能就要死于恶狗的

口中了。我对母亲万分感激，本来说请母

亲吃大餐可想不到，母亲却救了我一命。

从此我明白了母爱的伟大，她是无私的，

无论你做了什么她都会包容你；她是坚

定的，不到最后一关决不放弃；她是柔弱

的，可能你轻轻一碰她就破碎……

在此， 我想对全天下母亲说：“母

亲节快乐！”

阳光明媚的一天， 我心情特别

好———妈妈要带我去“欢乐谷”玩。

我和妈妈乘坐86路公交车。 不一会

儿，就到了“欢乐谷”。

欢乐谷里好玩的可多了———

“碰碰车”“青蛙跳”……

妈妈十分兴奋：“我们去玩天地

双雄吧！”

“不去，不去！”我害怕极了。

“别害怕，勇敢起来。困难是弹

簧，你弱它就强。”

“好吧。”我弱弱地回答。

于是，我们排起了长队。时间一分

一秒地过去了。 我再次对妈妈说：“我

们去玩其他的吧。”“再等一会儿，坚持

就是胜利。”话音刚落，就轮到我们了。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去， 慢慢地坐

下去，栏杆开始放下来。机器开始了，

加速、俯冲、上升，一开始我很害怕，

可一想到妈妈的话， 也慢慢适应了。

我高兴地叫着：“太好玩了！”两分钟

后机器也缓慢下来。我从台上走了下

来想：“不试不知道，试了才知道。”

我知道了什么事都要去尝试。

谢谢妈妈的那句话：“困难是弹

簧，你弱它就强。”

难忘的一句话

商报小记者付茜 成都市迎宾路小学四年级

本期，有两位小

记者以商报8日报

道的“死死护住两

岁儿子 她被恶狗

疯狂撕咬”事件为

素材， 从不同角度

写了想象作文，到

底哪个小记者的想

象更丰富， 哪个又

写得更像记者呢？

读者们可以自行评

价一番

西南交通大学119岁了！昨日，上海交通

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华中科

技大学、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再加上寿

星西南交通大学，7所名校掌门借此贺寿之

日，共聚西南交通大学，办了一场中国名校大

学校长论坛，共同探讨中国大学的发展之道。

7位名校掌门齐聚，纷纷亮剑，这份寿辰

贺礼再厚重不过，当然更引人好奇。掌门们

聚在一起时，都谈了些什么？

何为一流大学？ 发言权、话语权

在西南交大迎来119岁生日之际， 何为

一流名校也成为名校掌门人探讨的话题。

“不是取决于学校研究的课题、评了多

少职称”， 西安交通大学的校长王树国在发

言中表示，是不是一流大学，要看在国内，甚

至世界各个领域亟需解决的问题中，有没有

身影，有没有贡献。要看在相关投入的领域

中有没有发言权、话语权，有无一席之地。

在他的观点中，高校发展不能再单纯局

限于一两个学科，“体现学校实力的， 是整

体”。 在王树国看来， 多学科相互作用和支

撑，是当代发展趋势，“比如‘互联网+’”，

工业发展进入当下，从手动到自动化再到信

息化，必然要将网络化信息化纳入到工业中

来，这时，学校发展若还不去了解“互联网

+”，也就落伍了。

此外，北京交通大学的校长宁滨在演讲中

提到，高校不能因考评体系而重科研，轻教学。

一门心思搞学术？“学生应关心社会”

校长们除了各自发言，还分别接受了现

场学生和老师的互动提问。其中，一位西南

交大研一男生的困惑引起了全场关注。他

说， 许多老师教育自己要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门心思搞学术，这样方能搞好学术，搞纯

粹的学术,可“学生难道不应该心系国家发

展，关注社会所需吗？”

“独善其身，确实是种美好的愿望”，

王树国告诉该男生，作为社会上的个体，那

愿望根本实现不了。大学生应该做的，是要

与社会好好融合。他认为，当前社会最失败

的教育之一，就是大学在自觉或不自觉间，

将学生与社会剥离开来，“这也包括中学

学段。学生毕业后的目标，是走上社会，可

实际过程中却遭遇阻隔， 这必然是种失

误”。王树国提到了一个例子，一个从国内

最高等学府毕业的博士留美，曾是学霸，却

因精神问题被美国遣返。 正是因为教育的

失败，让她没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王树国认

为，适应社会，关心社会是自然的事，教育

中若有人告诉你独善其身，那才是“站着说

话不腰疼”。

一提起青葱岁月里校园的恋情，

不管小说还是电影里都表现的是“遗

憾”美，而昨日上午在西南财大柳林校

区的草坪上，却上演了一场让大家“羡

慕”的集体校园婚礼。在西南财大90周

年校庆来临前夕 （6月3日为正式校

庆），86对西财校友从五湖四海赶来，

重回校园，在校长的主婚下、在母校师

生的见证下许下爱的誓言，携手走进神

圣的婚姻殿堂。

书记证婚 校长主婚

祝“一生成就 一生幸福”

昨日艳阳之下，86名新娘身着洁

白的婚纱， 脸上挂着浅浅的微笑，分

别挽着帅气新郎的臂膀站在红毯上。

2008级保险双语专业校友李燕带着

新婚的丈夫，特意从青海赶来参加婚

礼，因为“这是母校带给我们的缘分，

我们一定要来成都纪念我们那段艰

难而又甜蜜的日子。”

“衷心祝愿你们一生平安、一生

成就、一生幸福。”在婚礼的现场，西

南财大党委书记赵德武为新人证婚

并致辞，校长张宗益则主婚，这让现场

新人们惊呼婚礼立刻“高大上”了。

在新人中， 有几个和新人拥抱在

一起的孩子格外引人注意，“这是我们

的孩子，我们登记好几年了，但因为种

种原因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婚礼，这次得

知母校要举办集体婚礼，我们希望可以

补上这一课。”在新郎新娘和记者交谈

的过程中， 他们6岁的孩子一直拽着妈

妈的婚纱，“妈妈， 我什么时候可以结

婚呢？ 我的新娘子也会穿这样的衣服

吗？”当听到自己妈妈说，他还要十多

年才能结婚时，小男孩情绪一下子低落

了下来，“还要那么久啊！”更是让现场

爆笑连连。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有多对

新人在领证时因各种原因并未举行

婚礼，有的已经生了小孩，“虽然不办

婚礼对生活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总有

那么一丝遗憾，这次母校之邀让我们

非常高兴。”

集体婚礼是鼓励恋爱？

校方坚决说NO！

“在西南财大90华诞来临前夕，

我们想通过集体婚礼这种方式来表

达西南财大对校友的关心和关爱。

校友婚礼‘集结令’发出以后，有上

百对校友新人报名参加， 经多方商

讨和意见征集，考虑到场地、组织等

原因， 最终确定到现场参加婚礼的

有86对，还有人是从河南、重庆、青

海等地专程回母校参加集体婚礼

的。”在昨日的婚礼现场，主办方工

作人员这样向记者介绍。

那么， 校园集体婚礼是不是就

是鼓励大家去恋爱呢？ 西南财大宣

传部统战部副部长雷栋梁明确表

示：NO!

� � � � 他说， 参加此次集体婚礼的在

校生都是研究生以上学历， 大都二

十五六岁左右， 举行校园集体婚礼

不是鼓励大家去谈恋爱， 而是希望

校友们在学业和爱情、 事业这几件

“人生大事”的选择中，正确对待、

向上向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拒

绝世俗的诱惑和功利， 学业事业共

同进步，爱情家庭甜蜜幸福。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李彦琴 摄

影记者 王红强

何为一流大学？听名校掌门咋说

西南交大119周年庆，办校长论坛共谋发展之道

有时老师教育学生要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门心思搞学术，这

样方能搞好学术，搞纯粹的学术。但来参加校庆活动———校长论

坛的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告诉学生，“独善其身，确实是种美好的

愿望”，可作为社会上的个体，那愿望根本实现不了。大学生应该

做的，是要与社会好好融合。适应社会，关心社会是自然的事，教

育中若有人告诉你独善其身，那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一提起青春时代的恋情，当下的青春电影里总是要表现点“遗

憾”美，可在昨日西南财大举行的校友集体婚礼中，

86

对新人显然

不同意这种遗憾美：他们中不乏异地恋修成正果，未留“遗憾”，也

有至今没举办婚礼的夫妻弥补当年的“遗憾”。校方也表示，这场

婚礼并非是鼓励早恋，而是希望校友们在学业和爱情、事业这几

件“人生大事”的选择中，正确对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两场校庆活动 学子的两堂课

西南交大119周年校庆开课

是否“一心只读圣贤书”？

西南财大90周年校庆“预热”

“人生大事”的选择 可以相得益彰

西财90周年校庆前夕，86对校友举行集体婚礼

书记证婚校长主婚 咱们结婚吧

集体婚礼现场，

86

对新人热情拥吻

罗援少将今日来蓉演讲

勇于担当 自我加压

力争在四个方面

走在前列

———专访金堂县委书记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