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课迟到怎么办
请抄此字一千遍
学生：要不我画一百个兵马俑?
然后，他就真的画了一百个!

受罚者
““因为这个因为这个

字笔画特别多字笔画特别多，，
结构又复杂结构又复杂，，抄抄
起来特别累起来特别累。。抄抄
写到第写到第200200个字个字
时时，，我就再也抄我就再也抄
不下去了不下去了。”。”

旁观者
““比起劈头比起劈头

盖脸的说教或者盖脸的说教或者
罚站罚站、、打扫清洁打扫清洁，，
我觉得这种方式我觉得这种方式
更容易为年轻人更容易为年轻人
接受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实习生 沈彬彬
摄影记者 王勤

核心
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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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成渝客专一天14趟？
成都铁路局：还没定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成渝
客专要在12月10日通车，还有列车
时刻表出炉了！”，昨日有网友称，成
渝客专有了通车消息，并且列车时
刻表附带其上。就此事，记者咨询了
成都铁路局，据成铁局回复，目前具
体开通时间尚未确定，但可以肯定
的是今年要通车，对于列车时刻表，
现在还没有确切消息，因为正在铺
图，随时都在变化。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路径

“成都向上”新媒体素材
征集活动全面启动

成都商报讯 10月26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都向
上’新传播素材征集大赛”专题正式
上线，即日起全面向社会征集具有
成都特色、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文字、图片（摄影作品、海报等）、
漫画等各类优质素材。最终，将由新
华网四川频道运用新颖酷炫的新媒
体形态对优秀素材进行二次加工，
制作成系列精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新媒体作品与大众见面。此次活
动可谓打破单向主导，群众智慧和
官方实力相结合、广泛征集和深入
挖掘相结合、传统形态和新媒体技
术相结合，政民倾力协作的新媒体
新传播创新之举。活动还将对选中
的优秀素材提供者给予相应奖励。

如何参与“成都向上”？
1、投稿时间：2015年10月26日

至2015年11月18日
投票时间：2015年10月26日至

2015年11月20日
每天10：00至17：00
2、参与方式：
（1）登录新华网四川频道专题

页面，参与投稿和投票，详细网址：
http：//www.sc.xinhuanet.com/cd-
up/；

（2）关注任一微信公众号：“精
品锦江”、“郫县发布”、“遇见都江
堰”、“四川新媒体联盟”，回复“成都
向上”参与投稿；

（3）登录新浪微博，参与大赛话
题#成都向上#进行投稿，
详情请见大赛专题：http：//www.sc.
xinhuanet.com/cdup/

3、投稿要求：能够反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十二词中任意一词
或多词的图片、漫画、故事、段子、典
型人物线索等。

4、评选标准：切合活动主题，
构思新颖，精准并富有创意地诠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具有成都
地域特征与独特风情。此次活动将
结合网友投票综合专家评审甄选获
奖作品。

5、作品提交要求：
微博提交：发送作品时，内容需

包含作品体现的“十二词”类别、作
品标题以及作品内容（标题可有可
无）。例如：#成都向上# #和谐#
和谐成都：和谐是一张张你我上扬
嘴角的默契笑脸，和谐是一场场亲
民惠民的艺术盛宴。和谐，在成都，
是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沿路都是
你我创造的精彩。

微信提交：关注以上微信公众
号任意一个，回复“成都向上”，见
要求。

6、奖项设置：
文字类
奖项 数量
一等奖 2名
二等奖 5名
三等级 10名
优秀奖 50名
国家层面优胜奖 1名
社会层面优胜奖 1名
个人层面优胜奖 1名
影画类
一等奖 2名
二等奖 5名
三等级 10名
优秀奖 50名
国家层面优胜奖 1名
社会层面优胜奖 1名
个人层面优胜奖 1名

老师
西安旅游得灵感
谁迟到罚抄最复杂汉字

王斯俊是该校微电子技术系大二辅导员。
这位年轻的老师告诉记者，他非常重

视学生的课堂出勤率和准点率，“因为好
的学习态度和习惯，会影响他们的终身。”
但让他头疼的是，不管咋强调，总有些学
生会时不时迟到。

对迟到的学生，他会要求其抄写1000
个英文单词作为处罚。但在实行过程中，王
斯俊逐渐发现，这种方式存在缺陷。原来，学
生学习英语本来就要抄写单词，有些学生一
天还不止抄写1000个单词。所以，这一措施
并没有起到他预想中的告诫和警示作用。

今年国庆期间，王斯俊在西安旅游时，
找到了他认为更合适的抄写代替品——bi-
ang字。“我觉得这个字特别有意思，结构复
杂，又富有文化内涵，比抄写英文单词有意
思多了！”

“biang”字是一个合字，有多种写
法，均无法输入电脑，是陕西关中汉族
传统风味面食，又名裤带面，特指关中
麦子磨成的面粉，通常手工拉成长宽
厚的面条。由上等面粉精制而成，用酱
油、醋、味精、花椒等佐料调入面汤，捞
入面条，淋上烧热的植物油即成。

这么复杂的汉字，为什么要念作
Biang呢？一种说法是模拟声音而定字
音：面在制作的擀制和拉扯过程中在
案板上会发出BiangBiang的声音；在
捞出和调味搅拌过程中，发出Biang-
Biang的声音；面在入口时，嘴边会发
出BiangBiang的声音。也有学者认为
Biang字发音，较为准确的说法是源于
妇女洗衣服时用棒槌捶打湿衣所发出
的声音。BiangBiang面的原始制作过程
是这样的：秦人用盐水和面，将面团置
于石头或案板上用棒槌捶打，直到面
团光滑、均匀之后，再用擀面杖擀成大
面片，然后切成像裤带一样宽，下到沸
腾的滚水锅中。这种响亮而浑厚的

“Biang—Biang—”声也就成了“Biang-
Biang面”名称的由来了。

全省流动人口信息采集
400余万条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省公安
厅获悉，通过前期的流动人口租住
信息采集登记，全省已通过外网流
动人口平台申报上传流动人口信息
400余万条。全省公安机关已为群众
提供各类信息查询服务50余万起。
包括老人、儿童走失后无法说清实
际居住地址等情况，群众将身份证、
皮包等遗失物品送到派出所，无法
找到遗失人等，以及群众到派出所
主动寻亲、无法找到亲人等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实习生 李佩佩

陕西民间自创的“biang”字，因为biangbiang面而走红，这个50多画的字，被誉为
汉字中笔画最多的字。如果把这个字抄上1000遍，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最近，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的一些学生就亲身体验了一盘——因为上课迟到，他们被辅
导员罚抄1000遍“biang”字。

学生
第一个抄了200个 服输了
第二个毛了……

“我当时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学生
程同学告诉记者。就在本月，她成为了
班上第一个吃螃蟹的迟到者。

她说，自己以前也曾迟到过，但这
次迟到却让她的记忆格外深刻。“因为
这个字笔画特别多，结构又复杂，抄起
来特别累。抄写到第200个字时，我就再
也抄不下去了。”于是，她向王斯俊提出
减免申请，“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不久后，第二个吃螃蟹的人也出现
了——他便是班长周丰。

周丰懊恼地告诉记者，大学两年多
来他没迟到过一次。但那天，因同寝室
的四位同学中只有他一人有早课，“孤
军作战，就忘了时间”。

但周丰并不愿抄写1000个biang字。
“觉得这种机械的抄写有点傻。”他对记
者说。

于是，他向王斯俊提出，想换一种
他觉得更有趣的处罚方式——手画100
个陕西“特产”兵马俑，因为他来自画画
世家，父亲是画家、哥哥也是绘画出身，
所以自己也有一些功底。

效果
“累得再也不敢迟到了”
老师拒绝用更复杂的汉字

据了解，在抄写了200个biang字后，
程同学到目前为止，再也没有迟到过。
花了4个多小时手绘了100个兵马俑的
周丰也表示，“累得再也不敢迟到了”。

这一奇特的处罚措施在系上甚至
全校都引起了热议。一名大一学生很认
同王斯俊的做法。“这种措施很有创意，
也接地气。比起劈头盖脸的说教或者罚
站、打扫清洁，我觉得这种方式能容易
为年轻人接受。”

“学生迟到，是每个高校都普遍存
在的问题，也是高校日常管理的重点。”
主管学校学生工作的学生科负责人说，
治理学生迟到问题非常考究老师的管
理艺术。处罚措施不能太轻，以免放纵，
但也不能过激，不然会引起学生的反
感，影响师生关系。像这种藏罚于游戏
当中的措施，更容易为学生认同。

王斯俊告诉记者，在这项措施推向
“市场”之后，有同学曾向他提议，还有
比biang更复杂的汉字可以替代。但他还
是决定继续采用biang字。“还是那句话，
处罚不是目的。”

不论你是喜欢听音乐会、欣赏名画，
还是喜欢看电影，这个超市都能满足你！
昨日，成都市首届“公共文化服务超市”在
成都市文化馆“开市”，为期两天。成都商
报记者前去一探究竟，文化超市里到底有
哪些文化惠民服务？特此为市民推荐一些
参展项目。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神
奇的超市里，不卖柴米油盐，而是集中各
类社会文化组织的优秀文化资源，通过文
字、图片、视频、实物展示、展演、讲解、产
品展销、新媒体互动等形式，全方位展示
公共文化产品及项目，让传统的提供式的
公共文化产品及项目转变成为开放式、协
同式、共赢式的创新性社会化服务模式。

如果这些都不满意，你可以将自己
更喜欢的项目告知“文化超市”，超市力
争为市民打造专属的文化产品。

逛超市 现场活动有哪些？

昨日，成都草堂路17号成都市文化
馆内人潮涌动，文化超市在这里“开张”
了！超市大门口的展板上是一张超市全
景导览平面图，可以一目了然看到此次
活动共划分了4个展区，分别是以多功

能厅和广场为中心的主展区；主展区定
时由参展社会企业单位提供文艺演出、
剧目展演、项目自荐等活动，记者看到很
多市民在这里参加“成都百姓故事会”市
民公益讲座，另外还有四川交响乐团带
来的歌剧和器乐演奏、感人至深的电影

《留爱》等也吸引了大量人群驻足。
在园林区，正在举办2015成都市天府

艺术大行动--“梦想与希望”主题摄影展。
随后，走至群众互动区，这里设置公共

文化知识有奖问答，此外，现场还有来自高
校的文化志愿者为大家提供服务等，营造
出一个环境优美，人性化、休闲化的商讨、
洽谈环境。这种现场展示现场交易公共文
化服务项目和产品的方式将极大活跃公共
文化服务超市的气氛，也使得沟通和交流
更直接、更能了解供需方的要求。

“超市化”供应，“菜单式”服务，文
化摆起卖

文化项目像在超市里一样“摆起
卖”，实在是一件新鲜事。昨日“开市”的

“公共文化服务超市”现场集合了成都市
各级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非

遗中心、艺术院团和各类社会文化组织的
优秀文化资源，包含了文化馆、图书馆的管
理和服务外包、文艺演出、优秀剧目展演、
农村电影放映服务、影视类展会组织、策
划，大型节会活动、大型文艺演出、博览会
组展等14大类395个项目，几乎涵盖政府
性公益文化服务采购的所有内容。

记者了解到，该活动由成都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成都市文化馆承办，
通过现场交易，以“超市化”供应，“菜单
式”服务等方式，着力在政府（采购方）、社
会力量（采购对象）、群众（受惠方）三者之
间搭建一个高效、便捷、规范的采购服务
平台，促进政府与广大社会文化力量在公
共文化服务领域建立合作关系。

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共文化服务
超市”这种现场展示交易方式，就规模
而言在全国尚属首例。今后将每年上下
半年各举办1次，除了每年定期集中交易
外，即将搬上互联网开展多种线上活动，
促进各类社会组织有针对性地量身定制
市场所需要的各类文化服务产品，进一
步推动政府采购与社会项目对接合作，
达成资源互联互通。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相/关/介/绍

“文化超市 文化惠民”

11米长大巴车、满载52名乘客、大巴
车加乘客总质量18.5吨，在3分钟时间
内，要把这辆车停在跷跷板上，不仅要停
上去，还要保持平衡7秒钟，让跷跷板定
格在水平状态。这似乎不太可能，不过来
自成都公交集团星辰巴士公司302车队
的苏勇就做到了，在央视《挑战不可能》
节目上完成了这个创举。

在苏勇面对镜头说出要挑战这个项
目时，现场有嘉宾感觉，作为一个老公交
驾驶员，在跷跷板上保持平衡并不是很
难。挑战开始后，现场随机找了52名观众
充当大巴乘客，以增加挑战难度。

挑战中，苏勇不断切换倒挡和前进
挡，大巴车开始在跷跷板上前后移动，跷
跷板也随着车的移动前后摆动，一会儿
前端着地，一会儿后端触地，车上的乘客
也因为惯性前后晃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苏勇不时探出
头看着车轮，找着大巴车在跷跷板上的
平衡点，在剩下一分半钟左右时间时，主

持人让苏勇休息一下，并鼓励苏勇加油。
保持4秒、3秒，最长达到6秒钟，跷跷板前
后端触地发出啪啪的声响。在最后十分
钟，苏勇让大巴保持平衡7秒，顺利完成
挑战。

对于苏勇来讲，这也不是他首次采
用“极限”驾驶的方式进行挑战。早在
2010年，他就曾参加过央视《状元360》节
目“挑战榜样试车员”比赛。在系列挑战
中，苏勇用22秒快速通过一个架在只比
车身宽一点点的窄巷子里坡度为45°的
单边桥；开着两厢小车载着14名乘客，将
车停在一个距离车前车尾不到10厘米的
柜子中；边倒车边用电锯打开啤酒瓶
盖，要求不能损坏瓶口；用将近80公里
时速，通过一个距离两侧后视镜只有2
指宽的玻璃门，玻璃毫发无损；用绑在
公交车身上的火柴在火柴盒上擦燃
……这些苏勇都一一做到了，并在本次
挑战比赛中进入全国三甲。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成都最牛司机 公交车在跷跷板上站7秒

成都市首届
“公共文化服务超市”昨日开市！

biang

因迟到被罚画兵马俑的周丰

2015年10月27日，成都市火车北站，成都公交车司机苏勇，参加挑战不可能，开
大巴车在跷跷板上停留7秒。图为在视频截图。

启动仪式

市民了解文化超市中的产品

电子科大学生因迟到被罚写“biang”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