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视《新闻联播》聚焦“成都好人”宋迪泉

退休后把家当课堂

义务辅导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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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双膝跪地，专

注地给轮椅上的母亲掏耳朵……昨日下

午3时许，这一幕发生在四川大学华西校

区荷花池边，让周围的人为之动容。

63岁的曾金陵每天都要推着89岁

的母亲段婆婆外出散步。段婆婆因糖尿

病引发脑中风，已瘫痪5年。并发症引起

耳朵分泌物增多，让段婆婆总感到耳朵

痒。这时，不管在哪里，曾金陵都会跪下

给母亲掏耳。他解释说，躬着身子，一来

挡住了光线，二来手会抖，只有跪下身

体的高度和轮椅齐高， 手也支得稳。母

亲耳朵发痒不定，曾金陵就随身携带掏

耳工具，还让弟弟买了一盏头灯待用。

段婆婆瘫痪后，5个子女轮流悉心

照料。曾金陵说，散步、掏耳很平常，他

还要帮助母亲大小便、 为她打胰岛素。

曾金陵住在沙湾路， 每天一早他就骑1

个小时的车，到老人家照顾母亲。

段婆婆说：“有可靠的儿女， 我的

心情每天都好。”“只要父母健在一天，

儿女就该尽最大努力让他们过好”。曾

金陵笑着淡淡地说。

成都商报记者 关琼 摄影记者 程启凌

六旬儿跪着为年近九旬的母亲掏耳朵

膝下万金 不如对妈一片心

成都商报讯

前日，央视《新闻联播》以

《凡人善举：宋老师的“小院辅导班”》为题

报道了邛崃市高何镇沙坝社区6组75岁退休

教师宋迪泉，多年来省吃俭用，将一半以上

退休金用于留守儿童的教学和生活的感人

事迹。今年5月，宋迪泉入选“成都好人榜”，

并被推荐成为“中国好人榜”助人为乐类候

选人。

（央视报道视频：

http://news.cntv.cn/

program/xwlb/20120820/106826.shtml

）

省吃俭用办起辅导班

宋迪泉1955年8月参加工作， 在高何

镇黄坝小学教书，当了42年教师，于1997

年退休。由于不愿再看到山区的孩子们求

学无门，退休后的他在家中办起“家庭辅

导站”，至今已有5个年头。宋迪泉说：“教

育事业，我要做一辈子。”

高何镇地处邛崃山区，2000年以来，

大量青壮年劳力出外打工，不少孩子跟爷

爷、奶奶一起生活。看到这些，宋迪泉坐不

住了，他说：“退休了，每月领两千多元退

休金，却什么事也不干，我心里觉得不踏

实。”于是，他省吃俭用，在家中办起了“家

庭辅导站”， 在双休日时对孩子们进行义

务辅导，在节假日或空余时间，他还会安

排特长学习，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和爱好。

5年来了近300个孩子

为了办好“家庭辅导站”，宋迪泉和

老伴还专门进行了分工，老伴负责家里的

伙食，宋迪泉则负责孩子的辅导。为了激

励孩子们的上进心，宋迪泉还自掏腰包对

期末考试优秀的孩子进行奖励；碰到节假

日，宋迪泉还组织开展故事会，讲成功人

物少年立志、勤奋好学的故事。

小宇杰在高何小学读3年级，父母常

年在深圳打工， 一直跟随年迈的爷爷奶

奶生活，不仅学习成绩差，而且十分调皮

捣蛋。自从到“家庭辅导站”后，经过宋

迪泉耐心的教导和“家庭辅导站”学习

氛围的熏陶，小宇杰现在变了个样。上次

期末考试，他得了全班第4名，宋迪泉还

破例奖励了他。

开办“家庭辅导站”以来，宋迪泉没

有接受过任何社会援助，全部开销由自己

负担。辅导站最多时有31个孩子，最大的

12岁，最小的才6岁。5年来，先后有近300

名孩子在这个“家庭辅导站”学习、生活、

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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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地铁公司获悉， 地铁4号线一期工

程首批盾构机将于本月底下井。80%的车

站将在年底完成主体施工与盾构机进场。

地铁公司表示， 地铁4号线自实际进

场打围施工以来，地铁公司一直要求各工

点施工单位结合实地情况，在满足正常施

工的情况下，尽量做到打围合理化、最小

化。通过采用明挖改暗挖、路口盖挖改钢

便桥等技术，大幅度减少对路面占道打围

的时间。

比如原初步设计在冻青树街与忠烈

祠东街交叉口设置一个盾构始发井兼轨

排井，作为盾构始发场地必须封闭冻青树

街和忠烈祠东街的交通近2年。 现考虑到

太升路站工期可大幅提前，为保证该盾构

区间加快施工，同时可避免封闭冻青树街

和忠烈祠东街交通，将盾构始发井调整到

太升路站进行盾构的始发掘进，只保留轨

排井功能。

地铁公司还表示，将尽可能地加大施

工资源，全时间段、全负荷地组织施工，尽

最大可能缩短占道施工时间。预计最快在

8月底，4号线一期文家站、中坝站、苏坡立

交站等盾构始发井车站即能达到盾构下

井条件，共有3台以上的盾构机提前3个月

左右下井，其中至少一台盾构机初步达始

发条件。据了解，4号线一期洞通时间将由

2014年5月提前至2014年2月，80%的车站

将在年底完成主体施工与盾构机进场。

昨日， 成都自来水公司做客成都电台

《成都面对面 政风行风热线》 时透露，水

七厂已于7月底开建，计划明年底投运。

18日今夏首次启动应急水源

“目前，成都市自来水设计生产能力

为日供水178万吨， 实际供应能力则达200

万吨左右。水七厂建成后，先期将形成日供

水50万吨的规模， 可为成都市供水提供有

效保障。”自来水公司相关负责人还介绍，

水二、 五厂取水口上移主要工程已基本完

成，为尽量降低对居民夏季用水的影响，自

来水公司将碰管工程安排在10月后实施，

碰管后即可投入使用。

该负责人还透露，8月18日凌晨， 因上

游发生山洪， 成都市今夏首次启动应急供

水水源，使用时间总共10余小时。

成都水质每半月公示一次

7月1日，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正式强制实施。“这是否意味着自来水拧

开就能喝了？” 自来水公司负责人明确表

示，“新国标下的达标水， 长期饮用70年，

每天饮用2升，对健康没有影响。”但该负

责人也提醒，因水箱、蓄水池未定期清洗，

阀门、水龙头腐蚀，自来水存在二次污染风

险， 烧开饮用更安全。“既然可直接饮用，

为什么容器中还有水垢？”该负责人解释，

这是因为水源水是地表水，含有钙镁粒子，

加热后会产生氢氧化钙、氢氧化镁等物质。

据介绍， 自来水公司会通过网站和营

业厅信息屏， 每半月向市民公示成都市的

水质情况及新国标106项指标的合格率。

成都商报记者 张疏桐

水七厂开建 计划明年底投运

廉政风险如何防控？根据《意见》，

针对查找出来的廉政风险， 要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对权力运行的重点环节实施同

步监控。 对于高等级的风险， 要进行重

点防控和专项防控， 实行廉政风险防控

逐级负责制。

同时，要建立完善的廉政风险动态监

控和预警机制， 对可能滋生腐败的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

防控于未然。通过建立完善廉政风险防控

应对机制，特别是对一些突发性强、社会

关注度高、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

实行快查快办， 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

开，向利害关系人反馈处理情况，把廉政

风险造成的不良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

什么是AR

增强现实（

Augmented Reality

，简称

AR

），是一种把真

实的环境和虚拟的信息叠加在同一空间中、 进行同时呈现

的技术。通过这种技术，人们可以同时将真实的世界和虚拟

的信息尽收眼底。虚实结合之间，体验者将获取“身临其境”

的逼真感受。增强现实也将真正改变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

使用方法

“拍拍动”的操作十分简便。下载安装

完成后，点击“拍拍动”图标，打开软件，将

摄像头对准成都商报上带有气泡状 “拍”

标识的图片，软件就会自动开始缓冲视频

（此时， 用户并不需要一直用手机对着图

片，视频会自动在后台缓冲）。待缓冲完毕

后，点击屏幕上出现的播放按钮，摄像头一

直对准该图片，感受动起来的报纸。

并不是所有图片通过扫描都能产生相

应效果，图片需要进行预先处理才能够实时

展现虚拟内容。可以扫描的图片上，设计人

员特别制作了带有“拍”字的气泡状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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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拍动留言， 我们会

及时为您解答。

成都商报记者 赵一丹 陈思嘉

成都编制职权目录

每项权力都有“流程图”

明年年底前将建立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

建设还将与各部门、各领域、

各行业完善内控机制有机结

合， 突出不同类型单位的防

控重点， 最终实现对党政机

关 、事业单位 、乡镇 （街道 ）、

农村村组、城乡社区、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 、 高等院校 、

“两新”组织、产业园区的“全

覆盖”。

“在我们建立的廉政风险

防控机制中，信息化将起到重

要的支撑作用。” 市纪委有关

负责人介绍，成都将加快推进

廉政风险防控平台建设，将现

代信息技术运用到决策议事、

权力公开、行政服务、项目管

理、资金监控、市场交易、资源

配置、 社会评价等全过程，实

现廉政风险信息实时采集、风

险及时预警、 岗位廉政教育、

制度机制约束等各个方面和

环节，犹如“电子眼”一般，实

现在线防控、同步监督和动态

监控。

今年成都将在部分重点

部门扩大廉政风险防控平台

建设试点范围 ；

2013

年上半

年在市、 县两级惩防体系牵

头、协办部门全面推进，下半

年逐步向事业单位、 国有及

国有控股企业、高等院校、乡

镇 （街道）、 村 （社区）、“两

新”组织和产业园区等延伸。

《意见》还提出，要建立廉

政风险实时预警机制，依托廉

政风险防控平台建设，建立廉

政风险同步监督机制，同时还

要建立廉政风险防控社会评

议机制，发挥专业社会调查机

构的作用，将第三方评价纳入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评估体系，

提高廉政风险防控的社会公

信度。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对于依法确定的政府各项权力， 成都

将分类梳理、摸清底数，并编制“职权目

录”，对每一项权力的行使分别制定“权力

运行流程图”，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市纪委获悉，

《关于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实施

意见》（简称《意见》）日前下发。《意见》

提出，成都将积极探索构建前期预防、中期

监控、后期处置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在明

年年底前， 将建立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廉政

风险防控机制，实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产业园区等“全覆盖”。

在全面清权确权的基础上，切实找准

抓实廉政风险，科学、合理评定风险

等级，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公开

公开

要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权力运行的重

点环节廉政风险实施同步监控，高等

级风险要进行重点防控和专项防控

监控

如何找出廉政风险在哪里？《意见》提

出， 要对依法确定的各项权力进行分类梳

理，摸清权力底数，编制“职权目录”，做到

有权就有责，权责分明。对每一项权力的行

使分别制定“权力运行流程图”，针对腐败

现象易发多发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完

善监督制约流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

全面清权确权的基础上， 切实找准抓实廉

政风险，科学、合理评定风险等级，并在一

定范围内予以公开。

全面清权

摸清权力底数

编制运行流程图

防控风险

信息技术同步监控

及时预警

地铁4号线

首批盾构机月底下井

一期洞通时间将提前至2014年2月

如何进行信息化防控

7

月

27

日，成都地铁

4

号线文家站建设现场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