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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冬日银杏黄
那些瞬间温暖如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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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辛苦了！
”
“有缘再见！
”……
11月22日下午，
理工东苑（西区）26
栋微信群内，满是不舍的文字。这是最
后的“道别”。还有几个小时，这里就将
解封。一群志愿者在这里服务了18天。
“如果你们还在的话，有我买的外
卖到货，你们就收下哈，每人一个暖宝
宝。”一位居民想送暖宝宝给志愿者
们。还有的居民买了水果……但这些东
西，志愿者们最终婉拒了。有居民想下
楼当面道谢也被拒绝：
“ 避免聚集，大
家别下楼。
”
不过，
那些文字，
志愿者们都看得到。
一位小朋友拍下了自己的手绘画
向她心里的
“英雄”
致谢，
还有小朋友用
歪歪斜斜的笔迹把感谢留在了纸上：
“听说你们都回不了家，还要shui在电ti
间的硬床上，
你们的hai子一定很想nian
你们……谢谢你们的付出。
”
小区门口，最后的忙碌还在进行。
几道彩虹色的拱门慢慢树立起来。
此时，有志愿者站到了门口的街
边。不少站在窗口的居民拿出了手机，
“想记住你们长什么样子”——这些
天，是他们不畏风险，
向“疫”
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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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
为谢雨过生日

■ 11月23日的成都，难
得的冬日暖阳，黄灿灿的银叶
撒落街头。
■ 当日0时，成华区理工
东苑（西区）、兴元华盛小区二
期同步解除封控。成都全域实
现中高风险区清零。理工东苑
居民、71岁的张女士说，封控解
除后，她要约上老朋友去晒太
阳，在银杏树下拍个照。
■ 冬日银杏是这座城市
引人瞩目的“狂欢”之一。自11
月2日首例本土病例出现以来，
好多市民都有担心：今年还能
尽情欣赏这道城市风景么？
■ 让人欣慰的是，当初来
势汹汹的疫情，在全市上下、全
体市民齐心协力之下，迅速得
以控制。21天里，有一些故事，
足以媲美冬日的暖阳。

11月17日凌晨，完成防疫任务后，
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巡警大队的
民警王勇锋和辅警雍宇驰特地来到了
离任务点不远的一家烤肉店。他们要
向老板周先生当面致谢。
11月3日，成华区某酒店因涉及确
诊病例轨迹进行隔离管控。
王勇锋和战
友们需要在此开展24小时不间断的秩
序维护、
巡逻守护、
应急处置等工作。
白
天尚好，
夜晚的气温则寒意十足。
当晚，一盆热炭送到了防疫工作
点位。送炭的正是周先生。在此后的每
一天，他都会出现在防疫点，每隔几小
时还会定时更换，从不间断。木炭之
外，还有羊肉汤、醪糟汤圆……
这些木炭是烤肉店提前就备下的
物料。周先生说：
“值不了多少钱，闲着
也是闲着，不如物尽其用。”
“那段时间成都刚好降温，
晚上只有
四五度，
看到他们在冷风中坚守一线，
真
的很感动。
”
周先生说，
虽然自己不能像
他们一样在一线抗击疫情，
但也想为他
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王勇锋和战友们记下了这份情，
他还
代表单位向周先生发去了感谢信：
“在这个寒意十足的初冬，您不仅
为我们带来了身体上的温暖，更带来
了心理上的温暖，还促进了我们同心
抗疫的信心。
”
“全市疫情的控制，离不开全体
医护、疾控、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和广
大民辅警的辛勤付出，更离不开像您
一样的成都市民的积极配合、支持和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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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肉店为防疫点送来温暖

为 25 名装修工搭建帐篷

那束打火机的光
那终生难忘的一刻

11月11日，隔离酒店的房门
被敲响，谢雨（化名）迎来了她
“终生难忘”
的一刻。
门 外 ，几 个“ 大 白 ”唱 起 了
《生日快乐》，一个小蛋糕送到了
谢雨面前，还有一束打火机点亮
的微光，
“祝小仙女生日快乐！”
谢雨懵了，
双手捂住了嘴。
谢雨是11月7日晚上10点转
运到隔离酒店的，是一名确诊病
例的次密切接触者。这曾让她感
到慌张和害怕：
“ 突然发现自己
离新冠病毒这么近。
”
“大白”
是隔离酒店
“隔友”
们
对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
员的昵称，
“就像电影里面的‘大
白’
一样，
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冲在第一线，
保护大家，
很温暖。
”
谢雨目睹着“大白”的辛苦。
她说，
好几次，
“大白”
都累瘫在了

这这，，
就是﹃﹃家家﹄﹄的温暖。。

这这，，
是是﹃﹃雪中送炭﹄﹄的温暖。。

那碗深夜的汤
那盆炽热的木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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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这，，
是隔离却不隔离爱的温温暖暖。。

这这，，
是彼此挂念的温暖。。

那些道别的祝福
那些被婉拒的致谢

地上，
但又很快站起来继续工作。
往年的生日，谢雨都会和家
人一起出门吃顿大餐、看场电
影。而今年，隔离中的她几乎忘
了这件事。
但“大白”
们却记住了。
“因为隔离期间不能出房
间，人难免会孤单，希望能够让
他们放松心情。”玉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叶静雪说。
于是，外围的工作人员负责
采买蛋糕，蜡烛不方便吹，又买
了打火机模拟烛光，然后手绘了
生日卡，加上各种小零食，再送
到缓冲区，经隔离区内的工作人
接力，
最后来到了房间门口。
“这将是我最难忘的一个
生 日 …… 很 幸 运 遇 到 你 们 ，你
们是最温暖的逆行者。”谢雨感
动不已。

那5顶临时帐篷
那封闭区的
“家”

高新区保利百合花园小区，
五顶临时搭建的帐篷，成了25名
装修工人的“家”
。
那是11月6日下午，保利百
合花园小区实施封控管理，只进
不出，
他们回不去了。
“ 师 傅 ，你 要 不 要 拿 个 口
罩哟！”
“我有口罩，
谢谢啦！
”
那天，一段隔空对话视频让
众人牵挂着他们接下来的生活，
他们睡哪里？吃什么？
视频中对话的双方是一名
业主和程师傅。程师傅说，他们
一行25人，都来自成都凯瑞峰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自8月31日起
就在小区负责外墙维修工作。
不 能 让 他 们 挨 冻 受 饿 。很
快，在高新区石羊街道、社区和
物业共同组织协调下，一个临时
集中隔离点设置在了地下室，行
军床、棉被……物业负责起他们
的吃饭采买，一间专用卫生间也
提供了出来。
但这还是不够。
“必须确保他们睡得好、吃
得饱，安全度过隔离期。”街道办
又协调来了五顶帐篷，把它们搭
在小区一楼栋的架空层上。
每个帐篷内，还按照一定间
距摆上了5张行军床，临近帐篷
外设置了洗漱台、洗澡间、卫生

间。安排专人将每日三餐送到
这里，让工人们洗漱有地，就餐
方便。牙刷、牙膏、香皂、毛巾、
洗发水、洗衣液等生活物资也
一一送达。
工人们把这些都记在了心
里，
“感谢街道、社区和物业的工
作人员，
真的感谢你们。
”
11月20日，小区终于解封。
这天，装有礼物的橙色布袋送到
了工人们的帐篷，袋子上卡通的
绿色小马头像很是显眼。
接过工作人员送上的礼
物，工人们再次致谢，
“ 这两周
都被照顾得很好，太周到了。感
谢你们！”
今年成都的冬天似乎来得
有点早，但这段社区与居民之间
的故事，
却足以温暖这个寒冬。
这是2000万市民彼此珍视
的家。
从此轮疫情开始的来势汹
汹到后面迅速清零，离不开上面
这些关键岗位、关键行业“家庭
成员”的无私付出，更离不开每
位“家庭成员”的理解、支持与配
合——这种良性的互动，才迸发
出那一个个温暖如阳的瞬间，才
能最终凝聚成城市向上的力。
这或许是此轮疫情能够迅
速清零的最大动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学生作业怎么布置，怎么批改？成都版“指南”来了

不得使学生作业变为家长作业
●小学一、二年级
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
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
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
不超过60分钟
●初中每天书面
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
超过90分钟
●严禁布置重复
性、
惩罚性作业

记者从成都市教科院获悉，
《成都
市中小学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南》及中小
学12个学科的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于日前印发，为成都市
中小学各学科作业提供专业、精准的指
导和建议，引领全市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钻研作业的设计与实施。
《指南》明确了精准高效作业实施
需要。具体来说：作业布置恰当适宜，学
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
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
成时间平均不超过60分钟；初中每天书
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超过90分钟。周

末、寒暑假、法定节假日也要控制书面
作业时间总量。避免机械、无效训练，严
禁布置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使学
生作业演变为家长作业。
作业批改及时规范。作业批改要认
真及时、工整规范。既要关注作业的结
果，更要关注作业过程与作业习惯，分
析学生作业错误的原因，改进教学过
程，发挥作业的教育效益；优化作业批
改方式，集中批改与面批讲解相结合，
探索课堂作业互评互改。
作业讲评精准高效。普遍性问题课
堂讲评、集中解决，个别性问题有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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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单独辅导，作业讲评要从学科知识、
学科方法、学科思想等层面思考问题产
生的原因，并有的放矢解决问题，适当
通过学生自主讲评或自主展示作业的
方式，
促进学生自主理解和相互交流。
作业反馈落实到位。建立日常作业
档案，跟踪分析学生学习和发展情况，
指导学生用好作业的诊断和补偿功能，
引导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利用作业批改
中出现的问题反思教学效果，调整教学
内容、优化教学方式、协调教学节奏，进
而改进学科教学。
据成都教育发布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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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个月新一轮区域性污染来袭

四川如何应对？

进入秋冬季，四川盆
地“气质”备受关注，全省
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
如何？近期是否还会出现
重污染天气过程？
“根据预测预报显示，
预计11月下旬至12月底，
盆地还有较为明显的区域
性污染过程，重污染天气
应对的任务还很艰巨。”11
月25日上午，四川省生态
环境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
工程师赵乐晨说。
数据显示，今年1月1
日~10月31日，全省细颗粒
物（PM2.5）浓度28.7微克
每立方米，
较三年均值（国
家以2018-2020年三年平
均值作为考核基数）下降
6.8%。优良天数率90.3%，
较三年均值提升0.2%。全
国168个重点城市排名中，
100名以后的城市由一季
度的7个减少为1个，乐山、
达州、自贡、德阳、泸州、宜
宾6市先后退出。10月份，
资阳、遂宁、雅安、南充、绵
阳、广安、内江、德阳8市进
入全国168个重点城市排
名前20位。
根据预测预报显示，
预计11月下旬至12月底，

盆地还有较为明显的区域
性污染过程，重污染天气
应对的任务还很艰巨，下
一步如何攻坚？
赵乐晨表示，全省将
加强调度，
加密监测预警，
滚动通报攻坚情况，压实
属地、行业、企业、综合监
管四方责任，对工作进展
滞后、问题突出的，
适时开
展预警提醒和约谈。
同时，
继续常态化实施攻坚帮
扶，对重点城市派驻工作
组；
继续常态化开展“四不
两直”暗查暗访和执法检
查，对重点排污单位实施
驻厂监督，督促企业严格
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强化
区域联防联控，严查违法
违规行为，公开曝光典型
案例。
此外，还将强化科技
支撑，全省将进一步强化
在线监测、电力监控等非
现场监管手段，加强重点
区域、重点时段走航监测，
采取“技防+人防”，快速
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问题。
充分利用卫星遥感、大数
据平台等，提升监测预警
预报准确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李彦琴

全国首列

巴蜀文化主题列车发车

乘客与熊猫涂装复兴号合影
11 月 25 日 下 午 1 时
员形象气质，向旅客展示
17 分，全国首列巴蜀文化
出积极向上，真诚大方的
主题涂装复兴号动车组从
外在形象。提升乘务员文
成都东站发出。该列车沿
化内涵，了解巴蜀文化、掌
途经过大英东站、蓬溪站、 握地方旅游文化，为旅客
南充站、广安南站，最终到
提供旅游导览介绍服务、
达高兴站，全程运行 3 小
不定期在列车上开展巴蜀
时左右。
文化活动，真正让旅客体
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验到“交旅融合”
之旅。
团公司成都客运段副段长
自 2019 年 10 月 14 日
张海峰介绍，未来，该局还
成都客运段首趟 CR200J
将以金沙遗址、盖碗茶等
型复兴号动车组上线以
巴蜀文化元素为主题，陆
来，已开通了阆中、达州、
续打造 30~40 组“天府映
西宁等方向的列车，单日
像”
品牌列车上线运行。
最高运送旅客两万人次。
“天府映像”品牌列车
张 海 峰 表 示 ，下 一
是以 CR200J 型复兴号动
步，成都客运段还将持续
车组为车体，融入了四川
对配属的 CR200J 型复兴
本土文化元素的列车，也
号动车组车底进行全面
是全国首列以巴蜀文化主
升级改造，以后在川内以
题涂装的复兴号动车组。 及 由 成 都 客 运 段 担 当 的
“不仅列车涂装有了变化， 线路上，都可以看到各式
服务品质也得到提升。”据
各样涂装的主题列车。
列车长曾利平介绍，
“天府 “未来这些列车也将开往
映像”在服务理念上也进
全国各地。”
行了突破，成都客运段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过对值乘列车员品牌列车
记者 闫宇恒 摄影记者
服务专项培训，提升乘务
吕国应

42公里双向八车道

成乐扩容眉山南至乐山棉竹
互通段建成通车
11月25日下午3时，成
乐扩容项目眉山南至乐山
棉竹互通段42公里建成通
车，为2022年春节前实现
原路扩容段双向八车道通
行奠定坚实基础。记者从
蜀道集团了解到，成乐高
速原路扩容段建成后将由
过去的双向四车道扩展成
为八车道，能有效缓解青
龙场至乐山段交通压力，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优化
完善路网结构，满足广大
市民群众的出行需求。
此次通车段由成都往
乐山单向四车道通行转换
为双向八车道通行，乐山
往遂洪高速方向开放交
通，乐山往成都方向车辆
可经遂洪高速至修文收费
站出站，经工业环线绕行

至成乐高速眉山收费站进
站前往成都，乐山至成都
方向夹江天福服务区正常
开放。
成乐扩容项目是四川
省内首条大规模“四改八”
高速公路项目，项目全长
136公里，途经成都、眉山、
乐山三地，包含新建复线
段、原路扩容段和乐山城
区过境复线段三部分。项
目采取分段批复、分段建
设，其中青龙场至眉山试
验段28公里已于2019年11
月建成通车。
目前，原路扩容段正
加快推进剩余工程施工，
预计年内完成眉山金象园
区 改 线 段 10 公 里 建 设 任
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闫宇恒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