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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保通知书寄递安全、
及时、准确，做到“零误投、零丢
失”？四川省邮政分公司速递部
副总经理阳尧介绍，今年，中国
邮政相较于去年增加了“严禁投
递至包裹柜、自提点、收发室”

“严禁虚假反馈处理结果”等要
求，确保将录取通知书送到收件
人手中。

“今年四川也将发出近 60

万封高考录取通知书，这一封
封录取通知书寓意着锐意进取
的莘莘学子对远方理想的向
往，它们意义非凡深远。”阳尧
特别提醒，请广大考生务必保
持电话畅通，及时接听投递人
员的来电，亲手开启自己精彩
的大学生涯。

据悉，广大考生可在“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

号、“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官网、
“邮政 EMS”手机 APP、“邮政
EMS”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
邮局、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
院平台进行查询，查询方式支持
邮件号查询、准考证号/考生号
查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刘珂君 王婷婷 综合四
川发布

“黑与白”熊猫艺术创意展以
大熊猫为核心元素，聚集顶尖熊猫
IP、熊猫艺术作品，旨在搭建艺术
大师、艺术创作者及文创企业面向
大众的交流平台及展示舞台，为广
大市民奉献一场惊艳的“熊猫 IP
盛宴”。

展览展出面积 2500 平方米，
设大师级艺术区、多媒体区、非遗
艺术品区、熊猫潮艺玩区等展区，
展出书画、雕塑、摄影、非遗、潮
玩、手办、NFT 等艺术作品 600 余
件。此次展览的大部分展品由成
都本地艺术家创作，另有来自北
京、上海、广州乃至海外艺术家
的 作 品 。其 中 ，既 有 许 燎 源 、道
安、薛康等八位国家级艺术奖项
获得者和非遗传承人带来的传统
艺 术 作 品 ，也 有 Amazing panda、
万物籍、“好的 hd”等潮流艺术品
牌的作品。

在 5 米高展墙围成的中心展
区，记者看到了蜀绣、银丝花、漆
器、竹编等带有大熊猫元素的非遗
作品，与用可再生纸制作的“竹筒”
装饰相映成趣。

策展人方梓熙表示，大熊猫不
仅是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的中国“国

宝”，同时也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
灵感，代表了一种包容精神，和成
都这座城市的气质相辅相成。

“黑白是大熊猫的代表色，白
色反射所有光线，黑色吸收所有光
线。这两种颜色的组合象征了平衡
和融合的过程。”方梓熙说。她表
示，此次展览是国内首次举办覆盖
如此多艺术形态、以大熊猫为主打
元素的综合性艺术展。

方梓熙表示，从1869年法国博
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发现大熊猫开
始，大熊猫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了
一个深受全球观众喜爱的文化IP，
吸引了各国艺术家的关注。她希
望，以大熊猫为主题的艺术展览，
未来可以成为不同城市、不同文化
进行对话的窗口。

据悉，本次展览由中共成都市
委宣传部指导，成都市文化产业发
展促进中心和中共成华区委宣传
部主办，四川夯丸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承办，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和成都东方正火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提供支持。展览将持续到7月29
日，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迪
摄影记者 王效

7月8日早上7时44分，
一架空客 A319 飞机执行的
3U3251 西安-九寨航班平
稳落地，标志着四川航空在
九寨黄龙机场进驻的首架过
夜飞机正式运营，九寨成为
川航在川内的第三个支线机
场过夜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川航获悉，此次运力投
放，是川航首次在高高原机
场投放过夜飞机，是“上山
出海”战略的深入推进；也
是九寨机场迎来的首架过
夜飞机，是“补妆归来”以后
的破局之势。除九寨-西安
外，后续该架飞机还将根据

疫情防控政策，执行九寨-
杭州、九寨-武汉、九寨-无
锡航线，加上已有的九寨-
成都天府航线，川航九寨航
线将增至5条。

未来，川航计划继续在
九寨机场增投过夜飞机，开
通九寨至南京、郑州、贵阳、
济南等航线，推动九寨—黄
龙打造重点文旅走廊，促进
民航发展与旅游复苏同频共
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出行、美好生活的向
往，向世界传播美丽四川、美
丽中国友好形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邹悦 图据四川航空

7月8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双
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了
解到，2022年暑假是“双减”
后的第二个暑假，也是校外
培训治理工作处于“交账
期”“治理期”“维稳期”三期
叠加的关键节点。在此期
间，全市教育、科技、文广
旅、体育、公安、民政、市场
监管等部门将多方联动，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暑期校外
培训专项治理，重点查处校
外培训机构资质不实、安全
隐患、违规收费、违规培训
等行为。

今年 6 月，成都市青羊
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
区等区（市）县教育行政部
门与市场监管、科技、文广
旅、体育等部门密切配合，
根据市民反映的线索和省、
市教育部门通报情况，对 6
所校外培训机构的违规行
为进行了调查处理，清退培
训费用 47 万余元。据了解，
成都暑期校外培训专项治
理将进一步通过“扫楼扫
院”“回头看”等方式，对校
外培训机构实施明察暗访，
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予以严
肃处置。

此次专项治理将重点
整治：是否存在资质不实；
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是
否齐全有效；是否存在办学

许可证已过期或失效，仍继
续开展培训；是否存在伪
造、变造办学许可证或租
借、盗用他人办学许可证开
展培训；已注销机构是否存
在“假注销、真运营”；是否
存在隐形变异开展学科培
训；是否存在违规收费现
象；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违
规行为。

据了解，按照部署安排，
7月8日前，各区（市）县“双
减”办要运用校外培训机构
监管综合协调机制，联动教
育、科技、文广旅、体育、公
安、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
制定本地区专项治理工作
方案，明确职责、时间表、路
线图、任务清单等，公布举
报电话，畅通举报渠道，收
集违规线索，全面启动专项
治理行动。8 月 31 日前，各
区（市）县教育、科技、文广
旅、体育、公安、民政、市场
监管部门将结合部门职责，
加强联合执法，依托网格化
治理体系，加强末端排查，
对校外培训机构出现违反
多个部门法律法规的违法
违规情况进行联合惩戒。针
对存在违法违规校外培训
行为的机构和个人，严肃查
处，限期整改，坚决取缔非法
办学机构和办学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张瑾

艺术点亮社区！7 月 6
日-8日，跨媒介艺术家李松
林、涂鸦艺术家 Jeako、青年
油画艺术家张竞尹等9位艺
术家分别前往成华区万年场
街道槐香·邻里社区服务中
心、二仙桥公园等多个社区
及公园开启“成华院落里·美
好艺术年”成都社区艺术创
享计划社区艺术驻留共创之
旅，带领艺术爱好者和当地
居民共创摄影、涂鸦等多种
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并留
存在社区空间中。

7月6日下午，槐树店社
区的摄影爱好者刘大爷早早
来到万年场街道槐香·邻里
社区服务中心，带着心爱的
相机，他要与著名艺术家普
耘来一场“艺术的对话”。

当天，在著名艺术家普
耘、著名策展人/艺术家高元
的引导下，包括刘大爷在内
的 15 名摄影爱好者与艺术
家一起进入社区采风，选取
地标性区域联手进行拍摄创
作。艺术家与市民一起创作
的作品，也被精挑细选 60
幅，以高精度艺术微喷形式
输出为展览级作品呈现。

在依托老工业遗址演变
而来的潮流打卡地——完美
文创公园内，著名本土涂鸦
艺术家刘佳欣领衔的 SWG
街头艺术视觉团队正带领市
民创作墙绘涂鸦与滑板涂鸦

作品。街头艺术与工业遗址
碰撞，一场神奇的艺术之旅

“发车了”。
此 外 ，二 仙 桥 公 园 以

“流动的色彩派对”为主题
的流体画创作也吸引着绘
画爱好者、儿童及到二仙桥
公园内办理结婚登记的新
人们。著名艺术家李松林、
青年油画家张竞尹一边给
市民们讲解流体画的创作
方法，一边带着大家进行自
由创作，用艺术表达市民感
知的公园城市之美和当下
的心情。

一场市民和艺术家的合
作，碰撞出不一样的艺术火
花，不仅让市民受益，也让艺
术家们收获颇多。

近年来，成都市通过举
办系列活动，让艺术进入社
区，让市民在参与艺术创造
过程中，享受艺术创造的成
果，从而将成都生活美学的

“种子”植入社区。
据悉，今年年初《成都社

区艺术创享计划》正式发布，
根据行动计划，成都市将在
全域范围推进文化空间提
质、艺术作品共创、产业艺术
共生、艺术鉴赏浸润、社区艺
术更新及艺术人才培育六项
行动。本次活动正是对该行
动计划的生动实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图据主办方

四川第一封高考录取通知书送达！
这封通知书的“收件人”，

是来自成都锦江区嘉祥外国
语高级中学的伍同学。在今年
高考中，他以理科 660 分的高
分被四川大学强基计划录取，
将进入四川大学数学与应用
数学专业就读，并且，是八年
本硕博连读。

之所以选择四川大学，伍
同学表示，自己所在的嘉祥高
中，其实距离川大望江校区很
近，“物理距离上，就是隔着一
条锦江，平时经常从川大门口
过，也进去参观过……川大的
平台、美丽的校园、包括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的校训，我都很喜
欢。”因此，高中期间，伍同学就
对这所一河之隔的高校有了强
烈的向往。

至于选择数学和应用数学
专业，则是源自于伍同学从小
对数学的热爱。“我从小便对数
学有很浓厚的兴趣，参加过奥
赛并获得一些奖项。很巧的是，
在初中和高中阶段，班主任也
都正好是数学老师，可能潜移
默化之中，让我对数学持续保
持了长久且强烈的兴趣。”

对于未来，伍同学希望能
通过大学期间在数学领域的
持续深造，能够实现自己更远
大的抱负。“我是在高考填志
愿的时候，接触到了强基计

划，也了解到这个计划的背
景，就是国家需要选拔基础
学科的人才加以培养……我
后来选择基础学科，也有这
方面的考虑，希望可以‘学有
所长，报效祖国’。”伍同学
说，数学是很多学科的基础，
学好数学，未来可以复合交
叉很多专业，为今后从事科
研工作打好基础，“我的理想
是希望能够有机会参与到国
家科研领域中被‘卡脖子’的
一些项目中，为大国崛起尽一
份自己的力量。”

当然，不要觉得学霸只会
学习，记者还了解到，这位伍
同学平常除了喜欢钻研数学，
还有不少兴趣爱好。伍同学告
诉记者，自己平常很喜欢弹贝
斯和编曲，最喜欢的体育运动
是棒球，当然，也会打打游戏。

即将迈入大学校园，伍同
学也对中学母校充满感激。

“我特别珍惜和感恩在嘉祥初
高中的六年，在这里，遇到了
一群负责任、有爱心的老师，
以及一群团结友爱的小伙伴，
十分难忘，也很不舍。”伍同学
说，自己还特别想要感谢自己
的两任班主任——袁磊老师
和李青老师。同时也感谢所有
老师的辛勤付出，感谢小伙伴
们的陪伴。

免费开放！全国首个大熊猫综合性艺术展亮相成都

刷新你对大熊猫的想象

伴随2022年高校招录工作进行，7月8
日，四川省发出了今年第一封大学录取通知
书。这也就意味着，接下来，四川的考生们，就
将陆续收到2022年各批次的录取通知书了！

8日上午，随着四川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
梁斌将录取通知书郑重地交到四川邮政工作
人员手上，2022年四川省第一封高考录取通
知书正式从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发出。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高考录
取通知书，不但是四川今年的
首封，也是四川大学最新版的
录取通知书样式，由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院长何宇教授指导，
2020 级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何
嘉卓担任执行设计，2020 级设
计学硕士研究生张兰馨、2020
级艺术设计硕士研究生秦佳文
担任插画设计。录取通知书采用
了四川大学校徽中凤鸟与钟鼎
的符号，以“锦凤递书”为设计概
念，整体以“书卷”的形式徐徐展
开，书卷以褐色与金色为主，古
朴且富有历史厚重感。

展开后的通知书，卷首是一
只凤鸟，环绕着四川大学的标
志，凤首口衔录取通知书；卷尾
是翻涌的海浪，象征川大“海纳
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内页延
续了原通知书所采用的印钞纸，
并带有防伪水印与安全线。在光
照下，可以看到纸张中的“四川
大学”字样。“录取通知书”和“海
纳百川，有容乃大”则仿照传统
印章，以方篆字体样式呈现于书
卷之上，川大的标志建筑之一

“大红门”以插画的形式呈现在
内页左侧，整体简约通亮。

新版录取通知书
还有哪些隐藏细节？

近60万封高考录取通知书即将发出 通过这些方式可查询

锦盒与“书卷”

“收件人”为锦江区嘉祥外国语高级中学的伍同学

7 月 8 日，全国首个
大熊猫主题综合性艺术
展在成都东郊记忆国际
艺术展览中心开幕，600
余件摄影、书画、雕塑、
潮玩、手办等不同形态
的艺术作品，将刷新参
观者对于大熊猫的认知
和想象。

成都将重点整治
暑期校外培训8类违规行为

四川航空在九寨黄龙机场
进驻首架过夜飞机

公园、社区新耍法！
艺术家带领市民开启共创之旅

“锦凤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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