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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娇子小学，最引人注意的
地方之一，是学校一个800平方米的
历史文化教育基地。这个基地以四
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线，以“蜀
文化”为重点辐射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主要有四大主题，包括民间美

术、传统戏剧、手工技艺、传统音乐。
2017年，该基地重点进行了以天府
文化为主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
学和实践。2017年10月13日，四川省
少先队建队日在娇子小学进行，娇
子小学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得到一
致好评。

不仅有硬件，娇子小学在课程
设置和师资配套上也进行了精心的
设计和准备，构建了《蜀风雅韵》课
程，分为锦官神韵、天府技艺和蓉城

佳话三个模块，开发了《蜀蚕吐绣》、
《川菜飘香》、《幽篁竹韵》等配套的
校本课程。

娇子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教育国际化的今天，我们学校以传
统文化教育为突破口，以校本课程
为载体，通过互动、体验的方式，培
养孩子的民族精神。”
成都儿童团记者 张瑾 樊英 陈兴
隆 杨翼 王勤 实习生 应鑫

照片均由学校提供

近日，有骗子“克隆”了成都市
房管局官网的“成都数字房产网上
政务大厅”界面，从页面布局、风
格、内容甚至颜色、字体全面照搬，
足以以假乱真。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登录市房
管局官网看到，首页的“公示公告”
栏目中有一则《风险提示》：1月15
日下午2点，经监测发现，我局门户
网站网上政务大厅房产档案查询

验证页面涉嫌被仿冒，仿冒网站地
址为http：//www.cdfccx.com。而真
实的房产档案查询结果验证地址
为 ： http：//sqwq.zw.cdfgj.gov.cn/
template/fileonlineVer.html。市房管
局介绍，为防止不法分子利用该仿冒
网站欺诈公众，现向社会公布发布风
险提示信息，请公众在进行房产档案
查询填写资料时注意识别网站真伪。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假冒38个政府网站
勾结“内鬼”制作证件贩卖

■推荐单位：成都外国语学校
■推荐项目：学生特长发展中心
■推荐奖项：年度教育管理创新奖

年度教师投票上线，家长学生变身狂热粉丝
首日点击破25万，投票数超10万

“老师就是我们心中
的大明星，我们都是粉丝。”

今日，投票仍将继续。
欢迎你登录“年度教师”投
票页面，为你心中的年度
教师点赞！

参与办法：扫描二维
码关注微信公众号“成都儿
童团”（ID：cdett1），在对话
框输入“年度盛典”，就能得
到投票链接。快来投出你宝
贵的一票，选出你心中的年
度教师吧。

16日，由成都市
教育局指导，成都商
报·成都儿童团推出
的年终巨献——“教
育影响城市”2017成
都基础教育EPC年度
盛典最具悬念的环节
——年度教师投票正
式启动。100多位由各
个区市县学校精心遴
选出的“年度教师”的
候选人用鲜活、生动
的教育故事，共同诠
释“成都教育梦”，引
起全社会强烈共鸣，
家长学生变身狂热粉
丝，短短一天时间，
“年度教师”投票页面
点击就突破25万，投
票数突破10万。

近日，第19届APHO物理学奥林匹
克竞赛国家队成员名单出炉，成都外国
语学校高三学生王彦臻入选，成为今年
四川地区唯一一位进入物理学奥林匹克
竞赛国家队的学生。王彦臻的主教练熊
李程老师说，学生能够取得这样的佳绩
并非偶然，这与学校创新管理，设立学生
特长发展中心密不可分。

“综合型选手”入选物理奥赛国家队

王彦臻高一进入学校学生特长发展
中心的物理竞赛实验班，此后一路“开
挂”，高二入选省队，高三入选国家集训
队，并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实
验班，如今更是顺利进入国家队，获得代
表中国“出战”亚洲的机会。

在熊李程眼中，王彦臻是一名研究

型人才，“科学家苗子”。不仅如此，王彦
臻还是一位“综合型选手”。“绝不是‘书
呆子’。”熊李程笑着说，他是文学杂志

《成外部落》的社长，课堂上，他能化身
“小老师”讲课，深受同学们欢迎。

特长发展中心 个性化培养学生

2015年，在成都外国语学校校长龚
智发的带领下，成外创新成立了学生特
长发展中心，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培养，提
供多元化的成才通道。王彦臻所在的物
理竞赛实验班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中心2名学生获国际中学生模
拟联合国大会杰出代表奖，2名获最佳立
场奖；参加美国中学生学术十项全能中国
区决赛，获8枚金牌，9枚银牌；1名学生获
四川省第32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17人获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提
高组一等奖，24人获普及组一等奖，列四
川省第一。6名学生参加央视主办《飞向火
星》太空城市设计大赛荣获亚军。28人获
全国中学生英语大赛一等奖等。

1月13日晚上8时左右，在位于遂
宁市蓬溪县新星乡雷堂村的白鹤林
水库（武都饮水工程蓬船灌区）建设
工地上，挖掘机师傅一挖斗挖下去，
一段神秘的古木显露出来。

14日、15日，省考古研究院考古
专家黄家祥，遂宁市文物局副局长庄
文彬分别到达现场查看。初步判断，
这是一座国内罕见的古墓葬。

16日中午，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再
次赶到现场，对墓葬进行了现场勘
验，随后赶回成都，将连夜工作，争取
17日制定出抢救性考古发掘方案。

挖掘机挖出神秘古木

1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蓬溪县白
鹤林水库建设工地灯火通明，在水库
大坝枢纽位置，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时
作业。

突然，一名挖掘机师傅大喊，“哎
呀！挖到啥子了！”四川省武都饮水工
程蓬船灌区管理局项目办工作人员

于海介绍，当时，挖掘机师傅发现挖
下去不对劲，松软的泥土中出现一个
硬邦邦的东西，于是下车查看，发现
泥土中赫然露出一段神秘的古木。

施工人员汇报后，项目办工作人
员迅即赶到现场，决定改用小型工具
小心翼翼地将木头周边的泥土清理
掉，结果越挖越长，一段大约20多米
长的古木显露了出来。

于海介绍，古木地处山坳的平缓
区，深度在地表以下20米左右。他们
当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又向蓬溪县文
井镇派出所报了警。

专家初步研判是古墓葬？

听说挖出了“宝贝”，很多工人都
看稀奇。附近村民王雄琼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她在工地上干活，看到了一
眼。她称当地从未发现古墓，这次发
现的到底是什么，她听到了三个版
本，一是古人用的水槽，二是乌木，三
是船棺。

蓬溪县文物局局长任彬介绍，得
到报告后，市县文物部门负责人一同
赶到现场，经过测量，物体长约24米，
宽约70厘米（大头处）、20厘米（小头
处），高约65厘米。但无法判定究竟是
什么，便汇报给了省考古研究院。

任彬说，在14日、15日，省考古研
究院考古专家黄家祥、市文物局副局
长庄文彬分别现场查看。“黄家祥老专
家说自己考古40多年，还从未见过这
样的东西。”任彬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黄家祥初步判断，这是一座古墓葬，而
非自然形成的乌木，从形状大小来看，
又与此前发现的船棺差别很大，船棺
一般在5米左右，从未见过20多米的。

记者联系到黄家祥，他表示，目
前还没有正式发掘，暂无法作出更多
评价。

连夜制定抢救性发掘方案

16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赶到白
鹤林水库工地，看到四名民警正在古

墓葬现场值守，有人靠近，会马上劝
离，并告知不能随意拍照。

记者现场看到，古墓葬已经用塑
料布盖了起来，并在周边拉上了警戒
线。蓬溪县公安局白鹤林警务室民警
姜旗胜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从发现古
墓葬开始，他们9名民警就在现场开
始了24小时的轮班值守。

蓬溪县县委副书记、武都饮水工
程蓬船灌区管理局局长文勇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根据相关说法，这座古
墓可能是先秦时期的文物。蓬溪县和
蓬管局对这次发现非常重视，并根据
实际情况，对工程施工方案进行调
整，确保工程有序推进，以及文物得
到科学保护。

任彬介绍，16日中午，省考古研
究院专家再次赶来，对墓葬进行了现
场勘验，随后又赶回成都，将连夜工
作，“要在明天拿出抢救性考古发掘
方案”。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报道

老专家：考古40年，从未见过
拉起警戒线，民警24小时值守 省考古研究院连夜制定抢救性发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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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验
省考古研究院专家：考

古40多年，还从未见过这样
的东西，初步判断是古墓葬

填资料小心！房管局房产查询页面遭克隆个案点击

可能有大发现？

不需要考试直接办理教师资格
证、质监证书，大家首先想到可能是假
的，但是，如果违法人员和单位内鬼勾
结呢？办理的证件就可能是真的。

16日，绵阳网安支队通报，
“7·06”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成功
侦破，多个犯罪团伙假冒全国各地
政府部门网站、内外勾结、制售假
证，贩卖证书上万本，涉及教育、安
监、质检等各行业。已抓获21名犯罪
嫌疑人，清除假冒政府网站38个。

假冒政府网站 制作假证件

去年7月，四川省人社厅向四川
网安总队报案，称有人假冒单位网
站。接到报案后，绵阳市网安支队负
责侦办。

16日，办案民警介绍，通过侦查，
警方将江油人李某抓获。警方发现，
李某不仅假冒了四川省人社厅网站，
还假冒了四川、安徽、北京等全国各
地教体、安监、质监等部门的网站。

“假冒网站非常逼真，如果百度搜索，
真假网站都会出来，一般人很难分
辨。”一些受害人进入假冒网站办理
证件，填写信息后，李某团伙就用这
些信息制作假证件，盖上伪造的印
章，将假证件寄给受害人，收取费用。
假证件还有二维码，受害人扫码后都
是自己的信息，因此也不会怀疑。

“每个假证几十元到上百元。”
办案民警介绍，38家政企网站被假
冒，包括四川、北京人社部门，安徽
某质监局，国教网（中国高等教育信
息网），中国特种设备从业人员数据
库等。

勾结“内鬼”做出真证件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李某处还

有真的教师资格证。李某交代，这些
真证，是江油市教体部门职工曹某
某办的。

随即，警方将曹某某抓获。其交
代，他在江油市教体部门主要负责
审核、信息录入等工作。认识李某
后，他利用职务之便，将李某某提供
的人员信息录入江油市教体系统，
非法办理出真的教师资格证。

“制作好真的教师资格证后，
曹某某就把证件卖给李某，每个证
件3000~5000元，李某再将证件卖
出，每个证件6000元。”办案民警介
绍，曹某某共办理了教师资格证数
百个。

抓获21人 清除假冒网站38个

曹某某交代，他还给其他人办
理过证件。警方据此锁定江油的张
某团伙。经调查，张某在江油开了一
个培训机构，大量贩卖涉及教育、安
监、质监等部门的真假证件。

警方通过对张某处真的证件进
行追踪，又抓获重庆一个犯罪团伙。
这个团伙和泸州某部门的一中层干
部勾结，制作真的证件进行贩卖。

2017年7月至9月期间，警方在
四川、江西、河北、重庆、山东等地抓
获假冒网站站长、建站者，教体、质
检系统内鬼及主要中间商21人，清
除假冒政府网站38个、查扣伪造印
章265枚、公文2806份、各类已制作
的成品假冒学历证书、资格证书、等
级证书3791本，半成品13万余本，查
明已销售的证书达10820本，查扣涉
案资金450余万元、制假设备3套。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移送
检察机关起诉。

李灿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陈志兵是成都市技师学院机械
工程系焊接专业带头人、专职教师，
并具有成都市为数不多的焊接高级
技师职称。“焊工很辛苦，高温、溅烫、
劳累都是家常便饭。”陈志兵直言，从
事焊接专业教学8年多来，数不清手

上留下了多少灼伤的痕迹。他说，焊
接可以算是最“吃苦”的专业，但正是
有了愿意“吃苦”的焊接人，才筑牢了
城市发展的根基。

让陈志兵感到骄傲的是，他的学
生先后取得了成都市青年工人技能
大赛第一名，四川省技工院校技能大
赛第一名，第四、第五届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焊工比赛二等奖，第四十
四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赛第
五名等优异成绩；他培训的五七一九
工厂选手在嘉克杯比赛中荣获银牌。

设立学生特长发展中心
成外学生入选物理学奥赛国家队

2个体育项目、1个艺术项目是
基本要求，X为自主选择，“2+1+X”
是高新区针对美育教育创新构建，
以艺术体育为核心的区域素质教育
项目制发展体系。“2+1+X充分尊
重学生个性，实现综合性人才的培
养。”多年从事小学体育教育的锦城
小学德育处宋海燕主任介绍，“从排
球、羽毛球，到青铜、机器人等，我们

学校已经成立22个社团项目，学生
可以根据兴趣参加。”

数据显示，高新区37所城市学
校少年宫共开设社团1628个，其中
艺术类456个，体育类436个，科技
（含技能）353个，经典诵读类182个，
其他类201个。“艺体2+1+X 项目”
普及率达100%。实现了城市学校少
年宫的常态化、全覆盖。

成都市技师学院焊接专业教师陈志兵：

一把焊枪，筑牢城市根基
■推荐单位：成都市技师学院
■推荐对象：机械工程系焊接专业
带头人、专职教师
■推荐奖项：年度致敬人物

高新区：美育新模式，师生选择更多了
■推荐单位：成都市高新区基层治
理和社会事业发展局
■推荐事件：高新区“2+1+X”素质
教育体系
■推荐奖项：年度教学管理创新奖

娇子小学：800米展厅推广天府文化
■推荐单位：锦江区教育局
■推荐对象：娇子小学
■推荐奖项：天府文化推广

成外学生特长发展中心学生正在做实验

古墓葬已经盖上了塑料布，周围拉起警戒线，民警24小时值守

遂宁挖出先秦古墓？

焊接专业教师 陈志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