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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社会

都江堰向全球发布
大熊猫保护宣言

成都商报讯（记者 董馨）9
月25日晚，2015中国·四川大熊
猫国际生态旅游节暨都江堰首
届大熊猫生态旅游节开幕式在
都江堰市举行。都江堰市向全
球倡导大熊猫保护的《都江堰
宣言》，呼吁保护大熊猫，践行
生态文明建设，倡导将每年9月
25日设立为“大熊猫保护日”，
让世界人民一起，“尊重大自
然、关爱大熊猫、建生态家园”。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2015都
江堰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
上海建工集团在上海——都江
堰长效交流合作的基础上，与
都江堰市签订投资总额达60亿
元的合作协议，参与都江堰市
滨江新区基础设施建设、旧城
改造、湿地公园开发、滨江景观
绿地打造等项目。美兆集团、中
国中药材公司、成都华粲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新发地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中心5个重大
社会投资项目一一签约落户都
江堰，此次节会上，通过文化搭
台实现“经济唱戏”，都江堰市
斩获社会投资额达100亿元。

据悉，大熊猫国际生态旅
游节于8月至11月在都江堰举
办，活动丰富多彩，包括大熊猫
光影秀、熊猫躲躲乐、熊猫迷
宫、大熊猫科普巡展、大熊猫微
电影、带着熊猫去旅行、熊猫传
奇APP等特色活动，呈现“世界
遗产都江堰 熊猫家园欢乐
行”主题。

记者从无人机电商销售处咨询获悉，商家出售各类
型无人机，只负责无人机产品质量和提示放飞事项，并
不负责机主的“驾驶资质”培训。据记者了解，目前成都
已有无人机培训点。

陈琪表示，无人机培训与汽车驾照培训类似，但科目更
多，地面理论训练内容包括8个项目，实践飞行训练包括8个
项目。目前无人机驾照资质的培训也日益火爆，他介绍，一
般都是经过15天的封闭培训，至于培训价格根据无人机的
型号价格也有不同，“驾驶员的培训费用在1.3万元到2.3万
元左右，机长的培训费价格大概在1.5万元到2.5万元左右。”

据了解，培训分为驾驶员与机长两个级别。其中驾
驶员飞行培训不少于44小时，机长培训不少于56小时，如
果希望担任飞行教员，那么培训要求100小时以上机长经
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新闻航拍、明星求婚、摄影发烧友自娱自乐……当无人机不再局限于军事用途后，它彻
底“火了”。但同时，因操控失误引起的坠机事件也频频曝出。

无人机，是可以随便放飞的吗？遥控驾驶人是否需要考取资质？目前由谁监管又如何监
管？近日首届无人机监管与应用高峰论坛上，四川通用航空协会无人机专委会成立。成都商
报记者获悉，由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以下简称AOPA）牵头，多家企业联合开发
的针对轻小无人机的监管系统已经上线，并且近期将在全国进行推广，这一监管系统的应用
意味着大量轻小无人机将告别“黑飞”。

价格：
一般消费级无人机仅需近千元

在网络上，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目前各类款式品牌的无人机很多，一架
消费级无人机的价格一般近千元。

国内最大的无人机制造企业大疆
全国代理商之一的陈琪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目前在四川市场上大疆的无人
机占有率最高，一年不低于3000架，他
预计成都地区消费级的无人机（含固
定翼）保有量大概在5000架左右，流向
公务用途比如消防、公安、巡逻等和个
人航拍爱好者两种用途比例各占一
半。“现在大疆最便宜的无人机只要
4000多元，今后它的用途将非常广泛，

比如应用于电力巡线、抢险救灾、城市
管理、空气检测等。”

他认为，我国无人机市场还有待监
管，相比一些国家有比较空旷的城市，或
者有大片远离人口密集区的地带，国内
大城市则高楼大厦林立，推广无人机有
城市本身硬性条件的局限性存在。

驾驶：
国内获无人机驾照者仅千余人

由于“黑飞”事件时有发生，无人
机市场确实也有待监管，今年6月6日，
就有南京市民在使用一架价格为
18000元的无人机航拍时，机器受风干
扰失控掉进了附近地铁高架轨道内，

造成列车延误两分钟。
目前在国内遥控驾驶无人机，民

航局规定需要取得“驾驶资质”。据
2013年出台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将各类无
人机分为微型、轻型、小型、大型四种
类型。上述规定指出，只有在下列三种
情况下无人机系统驾驶员自行负责，
无需证照管理：一、在室内运行的无人
机；二、在视距内运行的微型无人机；
三、在人烟稀少、空旷的非人口稠密区
进行试验的无人机。不过，中国航空器
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执行秘书长柯玉
宝透露，全国获得无人机驾照的人数
只有1006名。预计还有数万人处于“黑
飞”状态。

中国航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执行秘书长柯玉宝指
出，“只有在市区内飞行高度不超过120米、范围在目视距离
半径500米内、七公斤以下的无人机不用取得执照，但只要超
过飞行高度和飞行距离就需要执照。”他表示，7公斤以下无
人机就像摩托车，上路就需要交警来管，因此这类飞行并不
是随便飞，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根据相关规定，超过7公斤，
在视距外飞行的无人机每次飞行前都需要申报飞行计划。

柯玉宝透露，目前正在联合厂家采用技术手段来控制降低风
险，现在已经在着手制定相关飞行禁区区域的划定，比如人口稠密
区、机场周边等划定一定的禁飞区域，并把飞行器纳入监管系统并
设电子围栏，只要一开机就知道飞机在哪儿，靠近电子围栏就自动
飞回去，如果硬闯电子围栏就自动降落。“现在这套系统已上线，就
像给每个机器安装了身份证和驾驶证一样，预计会尽快在全国推
广，轻小无人机也有望告别黑飞时代。”

了解一下
啥是无人机？

学费上万
可选机长和驾驶员两类型
成都已有培训点

7千克以上
目视距离半径超500米
飞行高度高于120米

工地“吞人”水坑
3孩子溺水身亡
事发处无警示标识

9月26日下午2点，在双流九江
镇金太阳国际食品城做生意的谭
建钟，发现女儿、侄女和孙儿不见
了，在四处寻找30多个小时后，前
晚市场保安在市场一处工地的水
坑边发现了3位孩子的鞋，消防部
门随后在水坑中打捞出了3个孩子
的遗体。经法医初步鉴定，3个孩子
系溺水身亡。

3个孩子中，有谭建钟的8岁女
儿、5岁侄女和外孙女。26日当天，3个
孩子在一起玩耍后不见了，家人四处
寻找未果，不料竟发生如此悲剧。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事发工
地发现，该工地与金太阳国际食品
城仅一条小路之隔，施工方并没有
安设隔离板，也没有看到任何警示
标识。孩子溺水的水坑弯曲狭长，积
水并不深。据了解，施工方是金太阳
国际食品城的投资方。昨日下午，投
资方和市场管理方出面，承认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民警协调下，投
资方、管理方和孩子家属见了面，双
方就赔偿问题进行了协商。据孩子
家人称，目前协商尚未有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无人机，通俗解释就是无人驾驶
的微型航空器。它与航模的区别在于，
无人机具有自主驾驶能力并且有任务
载荷，能够超视距飞行。”通航专家高远
洋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产品在消费领
域占据全球市场的七成以上。”

根据重量划分无人机大致为4种：
7千克以下为微型机，7千克至116千克
为轻型机，116千克至5.7吨为小型机，
超过5.7吨为大型机。

根据《2015年度民用无人机市场
研究报告》的数据（研究机构EVTank
近期发布），2014年全球民用无人机
销量为37.8万架，增长势头迅猛。美国
消费电子协会预测，2015年全球民用
无人机销量将达到40万架，销售额达
到1.3亿美元，比去年增长55%。

哪种无人机要驾照？ 无人机驾照怎么考？

火车北站站前路
禁止机动车通行
持续至明年7月31日

成都商报讯（记者 锁千程）交
管部门去年3月发布了《关于地铁7
号线火车北站主体结构二期工程施
工期间临时交通组织的通告》，2014
年3月16日至2015年9月30日火车北
站地区道路交通组织将作出调整。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
管局获悉，由于车站主体施工方案
做了重大调整，不能如期完工，现决
定将原通告有效期延长至2016年7
月31日。因此，火车北站地区道路交
通组织将继续维持现状：

站前路（火车北站广场至站东
路口）全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
行。行人、非机动车在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可以在该施工路段通行。

每日7：00至20：00，火车北站广
场、站东南一路、站东路禁止机动车
驶入，公交车、出租车、持证的区间
车、执行任务的特种车和道路设施
维护专用车除外。

火车北站地区的公交路、北站
西一路、站前路（站东路口至站东南
一路口）维持单向交通不变。

又讯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公安
局交管局获悉，9月29日起，放开青
羊大道下穿清江中路下穿隧道，机
动车双向通行。恢复青羊大道金阳
路口至清江中路口段辅道机动车双
向通行。南进口西侧（文化宫侧）辅
道封闭，东侧辅道机动车由南向北
单向通行。

路口红绿灯坏了，一辆劳斯莱斯沿路直
行，被一辆从右侧驶来的现代轿车撞上，劳
斯莱斯尾部受损。交警根据现场反映情况，
判了劳斯莱斯全责，因为在路口红绿灯坏了
的情况下，它并没有避让右侧车辆行驶。

昨日凌晨零点，记者来到剑南大道与锦
城大道路口，看见一辆白色劳斯莱斯停在路
口，右后轮附近被撞变形，不远处停了一辆现
代轿车，引擎盖已撞开。劳斯莱斯司机汪某
称，他开车来到路口，发现红绿灯没亮，于是
正常沿路直行，突然被从右边驶来的现代轿
车撞了。现代轿车司机李女士称，她也是看红
绿灯没亮，正常开车直行。很快，交警赶到现
场，经过勘测，最终判了劳斯莱斯全责。交警
解释，根据道法，路口红绿灯坏掉，左边直行
车辆应尽量避让右边直行车辆，所以判劳斯
莱斯全责。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摄影报道

路口红绿灯坏掉，直行未避让右边直行车辆

劳斯莱斯被撞担全责

陈明蓉是小鱼洞镇
九年制学校的一名初中
班主任老师，师范学校
毕业后，她就来到彭州
市小鱼洞镇教书。从此，
她与青山为伴，默默深

耕山乡30年，在无悔的坚守中，与山里
的孩子共同成长。

1986年8月，19岁的陈明蓉来到距
离彭州市区40余公里的一所村小任
教，从此开启了她的教师生涯。陈明蓉
说，山里天亮得晚，大多数学生需要点
火把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上学。当时
她任教的学校有6个班，但只有3个老
师，教室也是土坯房。一到冬天，孩子
们都冻得瑟瑟发抖。教学条件差，再加
上路途遥远，每天都有旷课的学生。为
了让孩子们来上学，她跟孩子们约定，
每天都会在学校门口或半路迎接他
们。孩子们感到被重视，变得更积极。
经过她的引导和鼓励，每天准时上课
的学生越来越多，这让她第一次感到
身为人师的成就感。

工作一年后，她被调入小鱼洞镇
中心小学教数学。1998年，小鱼洞小学
和初中合并为小鱼洞镇九年制学校，
因工作需要，她开始教初中数学。走在
校园里，记者看到土坯房已变成小青
瓦房，学校也已实现信息化教学。陈明
蓉说，2006年学校进行了标准化建设
改造，随着硬件条件不断改善，与城区
学校已经没有什么不同。

“我所带的班级里留守儿童达到
了40%，他们现在最需要情感上的关
心和陪伴。”陈明蓉说，虽然现在硬件
条件好了，但现在的班级管理工作经
常需要从学校延伸到学生家庭。

由于教学和管理能力突出，她曾
多次获得调离山区的机会，但她选择
了留下。为何坚守山乡30年？陈明蓉回
答道：“这里有我的青春，有我的学生，
一个人一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职业，
并且养家糊口，这是何其有幸呀！”她
说，她愿意用爱与陪伴，与山区孩子们
一起成长，继续在三尺讲台上书写无
悔人生。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兴钊

2003年7月，胡水斌从西华师范大
学毕业，被分配到彭州中学语文组任
教。12年来，师生三年坚持书写，共同完
成14万字的班史。他带3个班的语文课，
同时还是1个班的班主任，长期超负荷
工作，但依然脚踏实地。

每天早上7点，胡水斌会准时出现
在教室，陪学生早读，开启一天的学习
生活。晚上，则陪学生上晚自习到10点
多。从2012级高一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
2点开始，他陪全班学生提前到校上自
习。整整三年，风雨无阻。在孩子们的坚
持和他的陪伴下，他所带的班级连续三
年每月都被评为文明班集体。

“每次看到操场上的背景墙，我就

会感到欣慰和自豪，也有满满
的幸福。”胡水斌说，他所带
的2012级11班，大课间跑操从
高一到高三都是全校的标杆。
他们班的跑操画面，就被刻在
了学校操场主席台的墙上。

为了增进班级的凝聚力和集体荣
誉感，他从接班开始就让学生一起记录
班级的学习、生活、集体活动等方面的
点点滴滴。“参加‘生命手拉手’公益活
动，我们学会了感恩，学会了相互理解，
懂得了共同创建11班温馨的大家庭；到
丽春陶艺馆亲自做了一个杯子，捏一个
泥人，最后抹了一脸稀泥。”这些珍贵
的记忆，都记录在师生三年坚持书写而
成的14万余字的班史《路过，从前》中。
孩子们在《序言》中深情地写道：在历史
长河中，我们可能终会被遗忘，但是我
们会记得彼此。

“班史里有着我们师生共同的美好
回忆！”胡水斌说，让他欣喜的是，这不
仅没有耽误孩子们的学习，反而将全班
学生紧紧团结在11班的大家庭中。他所
带的每届班级，每月都被评为“文明班
集体”，每年年度考核居年级第一。文明
班级的旗帜一直伴随孩子们成长。高中
2009届8班等多个班集体被评为“彭州
市优秀班集体”，他个人每期也被评为
校优秀班主任。

“我是农民的儿子，土地和田野让
我明白，执着耕耘才有收获。”胡水斌
说。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兴钊

彭州中学教师胡水斌的带班秘籍

师生3年写成14万字班史
彭州市小鱼洞镇学校教师陈明蓉的无悔人生

默默耕耘 坚守山区30年

胡水斌和学生一起参加户外拓展活动 陈明蓉和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