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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点位，限停20分钟

泸州市江阳区大山坪路南段
一个公厕外，路边新画的黄色停车
线格外显眼，停车线内，是“如厕专
用”四个大字。一旁的路边，还有

“限停20分钟”的标牌和公共厕所
的指示牌。

据了解，“如厕专用”停车位5
月11日正式投入使用，目前，泸州
主城区共有11个公共厕所外设置
了专用停车位，其中江阳区7个，龙
马潭区4个。交警介绍，专用停车点
位的设置，是根据城区公厕点位分
布，以及公厕外道路的实际情况设
置的，一是要区域分布合理，二是
要保证道路条件允许，不会新增拥
堵等。所有停车点都划定了2到3个
停车位，并明确规定，每辆车停靠
最多不超过20分钟。

大山坪路南段位于泸州市区
中心地带，人流量车流量都很大，
记者观察发现，如厕专用停车位使
用效率很高，不到半个小时，就有
10辆小车停靠，车上下来的人也径
直往厕所赶。

一位泸州本地车主表示，有时

停车几分钟上厕所，就被处罚，“不
值当”，如厕专用停车位“既方便，
又惠民。”“急停”车辆中，很大一部
分是出租车。一位的哥介绍，每天
开车满城跑，上厕所只有“顺路”，
经常害怕停在路边的车子遭罚单。

“如今有了专用停车位，20分钟的
限停，很合理”。

交警：
超时会按违停处罚

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秩序
科民警苗菲介绍，目前，如厕专用
车位在其他城市也有，但一般限停
15分钟，而泸州市首批投入试点运
用的点位限停时间为20分钟。如厕
专用停车位仅限于如厕驾驶员临
时停车，停车时必须将车停在车
位划线范围内，如超出线外停放
或超时停放，一律示为违法停车，
将按照《道路交通法规》给予处
罚。目前泸州市的11个如厕专用
停车位，绝大部分实现了监控覆
盖，且设置点位交警巡逻频率也比
较高，所以，如果有人“蹭车位”，或
者停车不规范，都会被处理。

试点运行：
主要靠市民主动遵守停车规定

苗菲告诉记者，这几天，他专
门去“上了两趟厕所”，主要看这些
车位的使用效率，目前来看，车位利
用率都很高，一些特殊时段，如上下
班高峰，个别专用停车点“车位紧
张”，到时可考虑增设一个车位。

具体的使用效率，目前还不能
判断，苗菲介绍，有些专用停车点
可能造成拥堵，到时根据交警掌握
的情况及市民反映的问题，可能会
作出调整。

对于部分司机“蹭车位”的有
效监控，苗菲坦言，交警也很难辨别
和处罚，只能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
车规定，“这些停车位划出来，就是
为了便民的，请留给急需的人”。

交警部门表示，目前11处如厕
停车点位仅为试用，下一步，将根
据道路情况，以保障道路畅通，服
务市民出行为主，对影响道路畅通
的如厕停车点位将作取消，对一些
道路较宽，行车畅通，且公共厕所
周围没有停车场，将增设如厕停车
点位。 牟科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市民来电：想买牛皮凉席

“买够网哇，今年你们还特卖牛皮
凉席不，我还想买。”“家里老人想换凉
席，我首先想到就是你们特卖过的牛
皮凉席，自己一直在用，真的舒服
……”近段时间，许多市民致电买够网
客服热线，询问牛皮凉席特卖的事宜。

家住科华南路的市民曾女士说，
她刚搬了新家，正好要添置夏天的床

上用品，在各种凉席产品中，她还是青
睐头层牛皮凉席，不仅透气、散热，还
防汗、防潮，“去年来买够网特卖会买
了一床，今年想给儿子房间也换成牛
皮凉席。”曾女士说，高档头层牛皮凉
席不到两千元就买到了，非常划算，

“网上有比这高的，有比这低的，但只
有图片介绍，不晓得质量，现在的劣质
牛皮凉席太多了，还是选择靠谱的平
台购买才放心。”

家住万年场的市民许先生说，他
去年在买够网买了一床牛皮凉席，儿
子睡上后基本都是一觉到天亮，“这牛
皮凉席越睡越凉快，儿子睡得好，我们
全家才睡得好。”许先生说，今年他想
再买两床给家里老人送去。

针对市民朋友的需求，买够网产
品团队与供货商进行了协商，在备足
现货后，将从本周五起在买够网生活
馆再度举行特卖会。

头层牛皮凉席 价格低品质高

牛皮凉席素有“床上天然空调”“会
呼吸的席子”之称，即使30℃的炎热天
气，睡在上面依然感觉凉爽。同时，其具
有抗菌防汗臭的功能，可长期使用。不
过，由于材质的原因，牛皮凉席与竹席
子、亚麻凉席相比，价格相对昂贵。

买够网为你精选的班德尔牛皮凉
席，均由厂家直接供货，省去了中间层
层加价的经销环节，因此特别优惠。今
年，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了两款不同

尺寸的牛皮凉席，特卖价为1580元~
1880元。供货商班德尔是一家专注牛
皮凉席20多年的品牌企业，所有牛皮
凉席均为真皮，且为头层牛皮，取得相
关权威机构质量认证。与买够网连续
几年合作举行了数场特卖会，没有出
现过一例因质量问题而退货的情况，
市民可以放心购买。 （余兰）

班德尔牛皮凉席特点

1、精选体格健壮的水牛，严冬取
皮，质地坚韧，透气性好，是与皮肤更
贴合的凉席材质。

2、天然水牛皮具有透气、散热、防
汗、防潮、防蛀五大功效，经久耐用。

3、采用先进鞣制工艺，使用环保
植物鞣料，经过剖层、鞣制、整光、压光
等近80道工序精制。

4、手感柔软适中，色泽稳重，确保
牛皮席的平顺和柔韧性，皮张厚度都
选约3.5mm的牛皮。

5、牛皮凉席经过特殊鞣制加工，
抗菌防汗臭，可长期使用。

买够网生活馆牛皮凉席特卖会

时间：2018年5月18日（本周五）
起，持续多日

地点：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185
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4、7、37、
62、340路公交车抵达附近。自驾前往，
有停车位。

咨 询 热 线 ：028-86626666、
028-87533742

“小升初是孩子们对小学时光的一次总结，这个
总结不该只是学业上的，它应该涵盖更多方面的思
考。”说起“童年课程”的设计初衷，刘晓虹解释道，让大
家回到幼儿园和走进中学，“一方面是基于孩子对未
来学习的憧憬和向往，另一方面，是希望孩子们在从

‘依赖’和‘被依赖’的角色转化中，感知自己的成长。”
在小升初这一关键时期，一周时间打乱正常

的课表，让孩子们去进行“童年课程”的探索，是
否会影响正常教学进度？对此，刘晓虹表示，学生
的内在成长才是真正的成长，且真正的学习应该
是多样化、多形态的，这一点对于孩子们来说，将
比在教室内学习一周的文化知识更具价值，因为
它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动力。

（应鑫 张瑾）学校供图

在课程建设方面，青羊区教育局要求各学校
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逐步建设生涯规划教育
课程体系，并做好校本化教材的研发。同时也加
强了各学科对生涯规划教育的渗透，要求教师在
学科教学中，提炼与本学科核心素养、发展趋势
和职业教育相关的内容进行教学。通过课程建
设，逐步建成具有校本特色的生涯规划教育课程
及相关实践课程。

在三十七中，就开设了四类生涯规划教育课
程。其中，专题性课程帮助学生“知其然”，由班主
任组织开展生涯规划系列主题班会课或生涯实
践活动反馈课；渗透性课程帮助学生“拓其然”，
由英语、物理、体育、音乐等学科教师，着手探索
生涯教育与学科渗透的融合之路；通识性课程帮
助学生“知其所以然”，其中初一年级每周一次开
设生涯规划课，初二、高一年级采用预约的方式，

开设生涯规划课，高二年级则开设生涯规划选修
课，初三、高三年级采用集中指导或讲座的方式，
开设生涯衔接教育和一对一生涯指导；实践性课
程帮助学生“探其然”“验其然”，为此，三十七中
初步搭建了生涯实践活动资源库，每学期组织学
生走进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父母所在单位
等地，参加生涯规划实践体验课，寒、暑假也会对
学生布置生涯规划实践作业。

除此之外，其他学校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
涯规划教育，例如“名企进学校”“研学游学”等活
动，使学生充分接触社会，拓宽视野，锻炼能力。
同时还鼓励学生进行以职业探索为主题的社会
实践，让学生获得对不同职业角色的体验，初步
了解不同职业所需要的基本素养，树立起生涯规
划的意识。

（张瑾）

年年热销的牛皮凉席又来了
现货特卖 低至1580元

买够网生活馆本周五起特卖班徳尔牛皮凉席和枕套，厂家直供，价格优惠

立夏之后，成都的天气越来越
热，昨天下午气温直接飙上30℃，好
多人都换上了轻薄的夏装。衣服说
换就换，可适合热天的床上用品，如
不早点准备好，到了真正爆热的时
候，就只有汗流浃背地辗转难眠咯。

好消息来了！连续几年在成都
商报买够网特卖会上掀起抢购风暴
的“清凉神器”——班徳尔牛皮凉
席，本周五起将再度在买够网生活
馆举行特卖，给你凉爽，给你实惠！
主打产品还是口碑爆棚的两款头层
牛皮凉席，由班徳尔厂家直供，价格
低至1580元/床。为回馈市民厚爱，
主办方还将升级好礼——凡下单班
德尔头层牛皮凉席，均送两双牛皮
拖鞋（每双价值128元）！此外，现场
还有一批头层牛皮枕套进行特卖，
整张皮制作的360元/对，拼接款
200元/对。

（广告）

泸州设如厕专用停车点
给你20分钟解燃眉之急

“你急你先请”

开车走在路上，总有憋不住
的时候，千辛万苦找到公厕，你
才发现莫法停车……为解决这
个尴尬，泸州交警在主城区公厕
附近设置了11处临时停车点
——如厕专用，“你急你先请”。

成都商报记者从泸州交警
支队获悉，新设11处如厕停车点
位5月11日已试点运行，车辆可
临停20分钟，方便驾驶员或乘客
如厕。

同时，交警也“紧盯”这些专
用停车位，对超时停车、线外停
车的行为，一律视为违法停车，
将按照《道路交通法规》给予处
罚。

走出“象牙塔”对话名企大咖
青羊学子迎来“生涯规划月”

这个月这个月，，对青羊区各个中学对青羊区各个中学
的学生来说有些的学生来说有些““特别特别”，”，因为在因为在
常规课程安排外常规课程安排外，，他们还将陆续他们还将陆续
走出学校这座走出学校这座““象牙塔象牙塔”，”，与来自与来自
各个知名企业的商界大咖进行各个知名企业的商界大咖进行
一场场深度对话一场场深度对话，，去了解世界的去了解世界的
前沿科技前沿科技、、名企的用人之道名企的用人之道、、制制
造业的发展变化造业的发展变化、、金融业的基础金融业的基础
知识等知识等，，提升对社会提升对社会、、对各种职对各种职
业的了解业的了解，，让自己尽早树立起生让自己尽早树立起生
涯规划的意识涯规划的意识。。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青羊区还将在本青羊区还将在本
月启动月启动““生涯规划教育大赛生涯规划教育大赛”，”，进进
一步推动区域学校开展生涯规一步推动区域学校开展生涯规
划教育力度划教育力度。“。“中小学生涯规划中小学生涯规划
教育是新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教育是新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
加强中小学生涯规划加强中小学生涯规划，，是促进学是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重要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重要
举措举措，，也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也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实施新时期德育与心理健康教实施新时期德育与心理健康教
育的必然要求育的必然要求。”。”青羊区教育局青羊区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相关负责人表示，，20162016年青羊年青羊
区就启动了中小学生生涯规划区就启动了中小学生生涯规划
教育教育，，并在并在20172017年年55月下发了月下发了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关于开展生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关于开展生
涯规划教育的实施意见涯规划教育的实施意见》，》，全面全面
推开区域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推开区域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

“新高考”提出后，生涯规划便成了当下的
一个热词，生涯规划教育具体该如何开展？不少
学校却没有清晰的安排。对此，青羊区教育局成
立了以分管局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下设“青羊
区生涯规划教育指导中心”，对学校开展生涯规
划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和培训，促进学校生涯规
划教育的有效实施。同时，各学校还成立了以校
长为组长的生涯规划教育工作小组，设立学生
生涯规划教育办公室，协调各部门，全面负责学
校生涯规划教育的开展。并把生涯规划教育纳
入学校发展规划中，制定了学校工作推进方案。

据了解，青羊区将生涯规划教育的总体目
标定为：提高学生生涯规划能力，引导学生认
识生涯规划对人生发展的重要意义，帮助学生
逐步树立主动规划、自律发展的意识和正确的
理想信念，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培养一支具有良好道德水平和专业能力的
生涯规划教育指导教师；形成一批生涯规划教
育示范学校，推动区域生涯规划教育的良好发
展。并在2017年5月下发了《成都市青羊区教育
关于开展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意见》，全面推
开区域生涯规划教育的实施。

师资保障方面，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
青羊区率先在各中学抽调了50多位骨干教师，
参加了为期一年的生涯规划种子教师培训。同
时，各学校也十分重视生涯规划教育师资培训
工作，建立了一支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班主
任、学校管理人员为主体，专兼职相结合的生
涯规划教育教师队伍。教育局建立并完善了分
层分类培训体系，分期分批对生涯规划教育教
师进行轮训，提高专、兼职生涯规划教育教师
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

设立“青羊区生涯规划教育指导中心”
对学校生涯规划教育进行指导培训

建设生涯规划教育课程体系
在学科渗透中提炼职业教育等内容

如何让毕业班的孩子将小如何让毕业班的孩子将小
学剩下的时光过得更有意义和学剩下的时光过得更有意义和
价值价值？？成都市实验小学为孩子们成都市实验小学为孩子们
送上了一份暖心的毕业礼物送上了一份暖心的毕业礼物
————““童年课程童年课程”，”，让孩子们在一让孩子们在一
周的时间里周的时间里，，丢掉课表安排丢掉课表安排，，走走
出教室出教室，，到四川科技馆探索未到四川科技馆探索未
来来、、到成都博物馆追溯历史到成都博物馆追溯历史、、回回
到幼儿园重温童稚时光到幼儿园重温童稚时光、、踏进初踏进初
中学校大门中学校大门，，提前感受即将到来提前感受即将到来
的中学生活的中学生活，，更有更有1010门丰富多门丰富多
彩的走班课程彩的走班课程，，让孩子们根据自让孩子们根据自
身兴趣爱好进行选择……身兴趣爱好进行选择……

成都市实验小学校长李蓓成都市实验小学校长李蓓
表示表示，“，“童年课程童年课程””是学校专门针是学校专门针
对毕业班学生设置的以对毕业班学生设置的以““童年童年··
成长成长””为主题的课程组群为主题的课程组群，，它将它将
回忆回忆、、向往向往、、兴趣兴趣、、爱好爱好、、分享等分享等
元素融为一体元素融为一体，，意在让学生用一意在让学生用一
周时间去印记童年时光周时间去印记童年时光，，体会思体会思
考考““成长成长””的意蕴与内涵的意蕴与内涵，，在此过在此过
程中程中，，让学生逐步建立起更为开让学生逐步建立起更为开
放的学习方式放的学习方式，，即学习时空无局即学习时空无局
限限，，知识生活无边界知识生活无边界，，混龄混班混龄混班
无界限无界限。。

丢掉课表 一周“不上课”
成都实小给了毕业班孩子一份暖心的礼物

5月7日到11日，成都市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孩
子们大家领到了一份全新的课程安排，包括“走
进中学”“泡馆课程”“回到幼儿园”“童年嘉年华”

“电影课程”和“小学生大课程”等。
“泡馆课程”中，大家走进了四川科技馆和成

都博物馆，一边“遇见未来”感受科技的力量，一
边“穿越时空”追溯成都的文化历史。“‘泡馆课
程’并非让孩子们走马观花地看一遍，也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春秋游’，而是一种有任务驱动的深

度学习。”成都市实验小学副校长刘晓虹介绍，学
校希望孩子们能够通过“行走”，树立起学习无边
界的意识，在玩耍中获取知识，在合作探究中发
现知识，而“这些都是未来应有的学习方式。”

此外，以抢课走班方式进行、主要在每天下午开展
的“小学生大课程”，包含了棒球、篮球、雅园私房菜、手
绘青花瓷器、创意木作、STEAM科学实验课、摄影、3D
动画、游戏化趣味编程、建筑城市与文明等种类丰富的
10门课程，让孩子们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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