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为什么我们没有上学

遂宁小姐妹

牵手走进新校园

今年10月底之前， 地铁2号线东延线开通试运行

后，乘坐区间的增加，不会导致最高票价增加，仍为6元

为方便即将去龙泉的市民， 成都商报梳理了目前

公交、地铁接驳线路指南以及周边房产、学校、医院的

情况指南

交管部门将开展针对电瓶车交通违法的专项整

治，对于阻碍执法的电瓶车驾驶员，交管部门将依法予

以处理

昨日成都交管部门共行政拘留了3名阻碍交警执

法的电瓶车驾驶员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阴天间多云，早晚多阵雨 22~28℃ 偏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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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 （记者 韩利）

“最近成都市正在研究一个新的

制度设计，就是居住证积分管理办法。”昨日，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做客“成都面对面政风行风热线”时表示，办法出台后，到

成都来落户的居民，都将要采取居住证积分的方式来体现，积分

达到一定的分值和标准以后，可以实现积分落户。

他表示，积分管理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基础分值，包括

年龄学历等；二是导向指标，即成都市主要稀缺和紧缺的人才，

是一些加分的因素；三是一些减分的因素，包括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违法犯罪记录等。

习大大心中的好老师

必备四大特质

习近平昨在北师大考察时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王东明魏宏分别看望慰问教师

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

省领导黄新初陈光志吴靖平黄彦蓉和成都市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走访慰问

9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见庆祝第

30个教师节暨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受表彰代表后来到北

京师范大学，看望教师学生，观摩课堂教

学，进行座谈交流，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节日敬礼和祝贺。

习近平同北师大师生代表座谈时

说，怎样才能成为好老师呢？今天，我想

就这个问题同大家做个交流。

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

象。我想，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

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的、

必不可少的特质。

第一，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陶

行知先生说，教师是“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学生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第二，做好老师，要有道德情操。老师

的人格力量和人格魅力是成功教育的重要

条件。“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第三，做好老师，要有扎实学识。扎

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

教学态度、 科学的教学方法是老师的基

本素质，其中知识是根本基础。

第四，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教

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

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老师还要具

有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的品质。

课本中去掉古诗词

很不赞成

在学校主楼参观“尊师重教、筑梦

未来———庆祝第30个教师节主题展”

时，总书记在一块块展板前驻足停留，听

取介绍，不时插话询问。北师大教师参加

了全国课标的制作， 习近平从展台上拿

起一本课标书翻看。听说语文、历史、思

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他说，我很

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

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

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 成为中华民

族文化的基因。

叫您“习大大”可以吗？

YES

� � 北师大教九楼一间教室内， 来自贵

州的50位小学骨干语文教师分成几个小

组， 正在就西部地区教师在教学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惑进行讨论， 习近平走进教

室，认真观看教学，同大家交流。来自遵

义的刘轶说：“总书记， 我叫您 ‘习大

大’可以吗？”“YES。”听到总书记的回

答，全场笑了起来。教师陈燕说：“来到

北师大，实现了大学梦、北京梦，我还有

一个梦想， 就是希望和您合个影。”“这

个可以满足。”习近平说。

百名名师进社区 快来点播

拨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抢听名师名校长讲座

为庆祝第30个教师节，成都商报联袂市教育局，推出“百名名师进社区”活动，

让成都市最优秀的名师，走进社区，来到家长和学生的家门口，分享自己的教育教学

理念和经验

首批推出20名名师名校长， 并简略公布他们的从教经历和进社区分享的主题。

热忱欢迎社区居民（家长）和学生，根据自己最关注的热点，邀请名师到自己的社区

（单位）进行讲座

1000好医生候选人

今日亮相商报微信

昨日下午3时，“妙手仁心·第二届成都好医生口碑榜”启动仪式举行。今

明两日，欢迎您继续推荐身边的成都好医生

截至昨晚，已有上千读者通过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成都商报官方微博、

成都商报客户端和热线电话推荐心中的好医生

今日，好医生APP资料库正式亮相：关注成都商报微信公众号，点击“商

报活动”中的好医生专区，就可看到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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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成都正在研究

凭居住证

积分落户

周六起至明年5月31日

天府大道北段

及周边交通组织有变

天府广场上2号线

半个多小时到龙泉

成都商报记者为您抢先体验地铁2号线东延线

13

阻碍交警执法

3名电马儿昨被拘

04

教过我的老师很多

至今记得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广大教师自

觉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教书育人，呕心沥

血，默默奉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作

出了巨大贡献， 赢得了全社会广泛赞誉

和普遍尊重。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

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识、

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无穷。

离开学校时， 总书记同大家热情握

手，挥手致意。“总书记辛苦了！”“我们爱

你！”……欢呼声、掌声、笑声此起彼伏，响

彻校园。

综合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

15

刘翔夫妻热恋2年

乔装打扮谈恋爱

11

昨 日 ，成

都好医生评选

启动， 评委现

场签名 摄影

记者 郭广宇

昨日，习近平离开北师大时，同闻讯赶来的师生热情握手 新华社发

四川日报讯（记者 张宏平 胡彦殊）

在第3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省委书记王

东明，省委副书记、省长魏宏，分别前往

部分高等院校、中小学校看望慰问教师，

代表省委、 省政府感谢他们为四川教育

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 并向全省广大教

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良好

的祝愿。

王东明来到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

区， 亲切看望我国现代桥梁工程的开拓

者之一、96岁的钱冬生教授和中国科学

院院士、 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翟婉明教授，与他们拉家常、聊教育改

革发展，关切询问教师待遇、生活、工作

及中青年教师成长成才等情况。 钱冬生

教授向王东明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

果和国内外桥梁工程技术发展情况，就

加强特色学科建设、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谈了见解。交谈中，看到钱老精神矍铄、

思维敏捷， 王东明叮嘱学校及有关部门

负责人说，老教授、老专家们学识渊博，

理论造诣高，教学科研和实践经验丰富，

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我们既要照顾和安

排好他们的生活， 也要为他们继续从事

科研、 传承知识、 培养人才提供良好条

件，更好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成都七中育才学校，王东明来到网

班备课教室、网校导播中心、名师工作室

和创新实验室， 看望正在工作的老师们，

向大家送上节日的祝愿。在网班备课教室

和网校导播中心，王东明详细询问学校远

程教学、教师备课培训等情况。他说，各位

老师在一起集中备课、随时开展教学业务

交流的做法很好，既可以集思广益、互相

启发，提升教学水平，也充分体现了老师

们的敬业精神和认真态度， 值得学习借

鉴。 得知学校远程教学系统已覆盖甘孜、

阿坝、凉山州的147所学校，培训教师3000

余人， 王东明说，“运用信息化技术开展

远程教学，能够有效拉近时空距离，快速

提升当地教师业务能力，缩小区域间校际

间教学水平差距，是促进教育均等化的重

要手段。我们要继续加大力度做好藏区彝

区远程教育工作， 并逐步扩大贫困地区、

边远山区、革命老区的覆盖范围，让更多

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

魏宏前往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和四

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

在特殊教育学校，魏宏来到聋小学和聋中

职，观看教师带领聋哑学生进行康复训练

和烹饪技能操作，详细询问教学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聋小学理科教研组教师代表

陈莉告诉省长，学校自身硬软件条件已经

是西部一流水平，但省内目前没有特殊教

育本科，孩子们高中毕业继续深造只能到

省外。魏宏当即要求相关部门立即研究推

进特殊教育本科设置问题。他说，对残疾

人的服务直接体现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

和治理能力，我们共同努力把特殊教育这

个基础工作干好。

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物理第一实

验大楼实验室内， 潘学军教授正带领免

费师范生利用日常废旧物品制作教学仪

器和教具。 一位来自大巴山区的免费师

范生对省长说， 免费政策让我们能够免

除后顾之忧进入校园学习， 将来要回到

家乡把最新的知识带给更多山区的孩

子。魏宏肯定他们的选择，叮嘱说，师范

院校老师的责任重大，不仅要传授知识，

更要传授为人师表的职业精神和价值追

求。要努力为我省老、少、边、穷地区的农

村学校培养更多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的义务教育教师。

省领导黄新初、陈光志、吴靖平、黄

彦蓉和成都市政府负责同志分别参加走

访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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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6今晨发布

网友吐槽“大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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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老师，

要有理想信念

做好老师，

要有道德情操

做好老师，

要有扎实学识

做好老师，

要有仁爱之心

昨日，电动车驾驶员米某被行政拘留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