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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全国中小学党建暨德育工作会上，金牛区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单位做交流发
言，其推进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做法获教育部点赞，被教育
部评为“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案例”在全国推广。那
么，这个被教育部点赞的模式，具体是如何做的呢？

据了解，金牛区坚持“更小一点、更活一点、更近一
点、更实一点”原则，创新构建“1+1+N”劳动教育模式，
形成“学校专心于劳动改革、学子潜心于劳动创造、家长
热心于劳动实践、社会向心于劳动探索”新格局，有力促
进区域中小学劳动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根据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课程设置相
关标准，金牛区还在义务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开设
每周不少于2课时的劳动与技术教育课，并辅以烹饪、
手工、园艺、种植、非遗、创想、志愿服务等20余门特色
课程；在职业中学教育阶段提倡结合专业课程大量融入
劳动教育课程。

金牛区也非常鼓励各校结合地域传统优势、学生兴
趣爱好，开发校本特色课程，形成了《田园课程》《叮咚劳
动乐园》《DIP综合实践班课程》和《普职融通职业体验
训练营》等10余项课程创新成果。同时着手研发“金牛
部落”手机APP，形成线上预约报名、参与交流与线下辅
导实践、体验感悟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许雯

8月29日05:50，一架由四川航空公司执飞的空客A320
飞机从成都双流机场飞往新建的宜宾五粮液机场，于06:52
时平稳着落，标志着宜宾五粮液机场试飞成功。

据悉，此次宜宾五粮液机场试飞内容包括五个方
面：校验机场飞行程序（传统导航程序及PBN程序）、运
行最低标准、机场使用细则相关内容，检查机场净空情
况；检验机场通信、导航、监视及气象等设施，助航灯光
等保障飞行的各种设施的配备及其运行情况；检验机场
跑道、滑行道（含联络道）和停机坪道面、滑行路线和停
机位情况；检验机场飞行区标志、标志物和标记牌的设
置情况；检验机场空中交通管制、航行情报、地面服务、
应急处置等综合保障能力。

试飞成功后即将进行行业验收，获得4C等级机场使
用许可证，这标志着宜宾五粮液机场已经“通航在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

近日，在汶川、理县等多地暴雨中，成都贺女士和家
人自驾离开汶川前，收下了10多张写了电话号码的纸
条，帮那些滞留游客联系家人报平安……这一善举经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推荐，获得了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
益平台发起的“天天正能量”第303期评选的三等奖，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将联合天天正能量为贺女士及其家
人发出1000元奖金。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在内的全国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网
络公益项目，以“传播正能量、弘扬真善美”为宗旨，致力于打
造社会正能量传播的公益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天天正能
量”已累计投入5400多万元，奖励6400余人，获得社会广泛
关注和好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今年8月初，成都市青羊区蓝光CO-
CO蜜城小区的业主谷先生购买了一辆新
能源汽车，当他提车后想在自己拥有产权
的地下停车场停车位安装充电桩时，却迟
迟安装不了。

对此，谷先生很无奈：“现在都鼓励购
买新能源汽车，但是买了之后安装充电桩
为啥困难重重？”

业主：
买了新能源车 每天却去外面充电

8月初，谷先生购买了一台20万左右
的新能源车，他告诉记者，家里此前的汽
油车没有任何问题，他响应环保号召，主
动淘汰了汽油车，换了一台新能源车，“但
现在我已经为了这个充电桩跑了两个星
期都还没安上，真的很焦人。而且每天都
要开出去充电，一直守着，然后再开回来，
对我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

谷先生说，他本来以为安装充电桩是
一件很简单的事，只需要向物业说一声就
好了。没想到小区物业“嘉宝生活家物业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安装充
电桩必须要先给派出所报备。谷先生便按
照物业工作人员的要求，向片区派出所报
备，“我以为报备了就能安了，哪晓得这才
只是一个开始。”

民警：
目前只能登记 需求多了统一安装

谷先生告诉记者，派出所相关民警告
诉他，安装充电桩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可能
会造成失火，而且充电桩安装多了之后可
能会影响小区的生活用电，“警察说他也把
这个情况报给了街道办和社区，也都开会
讨论过，目前的结论是最好不要安装。”

“现在鼓励大家使用新能源车，为什
么让我不要安装充电桩？”谷先生说，他和
民警交涉过几次后，民警没有坚持一开始
的说法，而是告诉他，他如果一定要安装
的话，就直接找小区物管申请。

随后，记者也联系了相关负责民警。
该民警说，安装充电桩有一定的隐患，在
没有明确的规定之前，暂时不建议居民安
装充电桩。现在他只能对需要安装充电桩
的业主进行登记，掌握相关人数，等到需
求多了，再统一增设变压器，安装充电桩。
该民警告诉记者，目前他了解到的情况是
该小区目前有3户业主想要安装充电桩，
他全都登记了相关情况，等待后期再统一
安装。“你现在非要安装也可以，但是到时
候如果需求的人多了，小区要统一安装充
电桩，影响了你那边的电路，你要保证配
合施工。”

区住房和交通局：
根据《物权法》需2/3以上业主同意

在咨询了民警之后，谷先生便向小区
物业服务中心申请安装充电桩。谷先生说，
物业工作人员告诉他，只能把他的情况登
记报备，等到可以安装的时候再通知他。

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安装充
电桩确实有些困难，“现在没有明确的规
定说可以安，也没有说不能安，我们也是
要等相关通知。”该工作人员说，目前的情
况只能是等待，等到相关规定出来后会通
知业主安装充电桩。

随后，谷先生便向青羊区住房建设和
交通运输局反映了此事，青羊区住房建设
和交通运输局表示，目前小区内现有设施
设备等配套设备为开发商出资建设，属物
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所有。如谷先生需
在公用设施设备上安装外接设备用于增设
汽车充电桩，需根据《物权法》第七十六条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六)改建、重建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决定前款第五项和
第六项规定的事项，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
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
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的规定，去获
得业主同意。

“小区还没建立业委会，所以我要自

己收集。我们小区一千多户人家，我怎么
挨着去问别人要不要我安装充电桩？”谷
先生说。

求解
小区内部充电桩改造办法正在制定

2017年，成都市在支持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方面出台了多项亮点举措，先后制
定了《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实施方案（2017~2019年）》《成都市支持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若干政策》等。

去年10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在关
注新能源车充电桩问题时，相关部门曾表
示成都已在酝酿《居民小区居民自用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对此，记者咨询
了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及成都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但暂未获得最新进展。

今年8月6日，国网成都供电公司相关
负责人在《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线》中
针对市民自用的新能源汽车的相关问题表
示，关于已建成小区怎么样来安装充电设
施的问题，成都市经信局、住建局都在研
究，也在联合供电公司制定相关办法，“目
前住建局包括经信局都在思考，通过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小区变压器增容以及内部充
电桩改造，估计办法也会于近期出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严丹

通航在即！宜宾五粮液机场试飞成功

暴雨撤离时帮陌生人给家人报平安暴雨撤离时帮陌生人给家人报平安

这一家“平安信使”
获阿里天天正能量三等奖

金牛区构建中小学劳动教育新模式，
获教育部点赞

他们是怎么做的？

这是“草根”的

20192019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

与马云同台PK的成都女园艺师：

“我今天到达了人生巅峰！”28日，海妈邱亚敏在朋友圈写道。
8月28日，2019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在杭州举办，并同步在日本东京、

印尼雅加达、澳洲悉尼开设分会场。现场，1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业女性代表
站上舞台。其中，马云与来自成都双流的女园艺师海妈在台上通过插花“一决
高下”。海妈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这是园艺人、也是草根的高光时
刻！

海妈说，“成都园艺产业还有发展潜力。”
她曾经考察过其他城市，“一个村就有一亿株
月季，仅快递就有20多家。”他们从生产、销
售到运输都有一个很完备的体系，而就目前
成都的园艺产业来说，还有开发空间。

海妈表示：在她，甚至全国园艺爱好者
看来，成都是一个种植植物的“开挂区”。“成
都气候宜人，一年365天可以栽种的植物都
很广泛，而且是全露天栽种，且长势极好。”
成都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也没有台风，冰雹
等极端天气，“对于植物栽种，再也没有比成
都更理想的所在了。”海妈说，她来自资阳，
作为一个蓉漂：她也希望把园艺产业做起
来，把成都的园艺名片打出去，也让更多人
体会到种花的乐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 刘海韵

高光时刻
马云说：“这个世界只有女性好，世界才

会好，你们很了不起！”
据了解，自2015年起，阿里巴巴每两年

就举办一次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旨在帮助
女性变得更美好。得知海妈受邀参加2019全
球女性创业者大会，成都花友冉玲子也很激
动，当晚她就在朋友圈中有感而发：去年才
认识的海妈，她的花园很大很美，人也特别
真诚，她把对园艺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
冉玲子说：虽然海妈不漂亮，但是真正的美
不是用胭脂水粉能代替的，她引用乔布斯的
话来形容海妈的生活状态：“坚持理想，顺便
赚钱”。冉玲子也非常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
因为这样更容易成功，而现实生活中大部分
人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她说：“理想是不能实
现的，只能慢慢接近。你看到别人成功，但你
不知道她是用多少汗水和泪水才换来的。”

朋友圈的最后，她说道：向优秀的人学
习，共勉！

海妈说，她有很多身份：女儿、母亲、妻
子、海蒂的花园创始人、园艺爱好者、园艺达
人……

在创业的最初是爱好的驱动，植物之美
和力量足够让她有能量抵抗所有的困难和
失败。海妈表示，这次特别荣幸能代表千千
万万的创业女性、代表千万的种花人、代表
千千万万的草根，站在2019全球女性创业者
大会上。“参加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的10位
女性代表，都是女性创业者中的佼佼者”，有
因唐朝仕女图火了的大码汉服设计师+模特
敖珞珈，也有卖蛋糕卖进吉尼斯纪录的谷亚
芬，也有72岁的“淘女郎”杨光奶奶，还有来
自俄罗斯的马背上的快递小姐姐玛丽亚
……海妈说，与她们站在一起，她自己也有
一种荣誉感。“这是草根的光荣时刻。”

最后，她想说：“园艺很美，女性也是。”
温柔、利他、力量、创新、坚韧……

创新坚韧
植物之美足以抵抗所有困难

自己的车位安装新能源充电桩
需要2/3的小区业主同意？

民警：安装充电桩有一定的隐患，暂时不建议居民安装

一直到出发前，海妈也没想明白为何
此次大会会邀请她。她告诉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她从来没上过大舞台，“当时站在
台上合影，我还躲在花篮后面，还是马云老
师把我拉到台前。”海妈说，“不过，马老师确
实帅！是从对创业者的尊重中散发出来的。”

海妈说，此次参会，是十多天前主办
方从旺旺上发来的邀请。“让我发一些简
介和资料等着筛选通知。”而就在她发过
去几个小时后，主办方就告知她，“不用选
了，就是你了！”海妈说，“最开始，我也是
懵的，我觉得他们为什么要邀请我呢？比
我漂亮的园艺师有的是啊。”她甚至开始
怀疑，这是不是逗她开心？

直到主办方发来一句话：这是你多年
的坚持、热爱和努力，以及闪闪发光的人
格魅力带来水到渠成的机会。海妈想起自
己 11 年来的创业经历，不管多艰难都一
直没放弃，这才相信这是真的。

海妈的爸爸妈妈知道女儿要参会，第
一反应是：“赶紧的，把冰箱里的鱼解冻烧
个酸菜口味的。”

海妈原名邱亚敏，今年41岁，因曾
经开了一家名叫“海蒂的花园”的园艺
店，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海妈。现在，她有
一家淘宝店，一家人在双流彭镇还有一
个100多亩的花卉基地，基地里有一个三
千平米的花园，名叫“海蒂和噜噜的花
园”，是以她两个女儿的名字来命名。一
到春天，百亩花田绽放，吸引许多爱花的
人前来观赏。一家人就在基地内过着田
园般的生活，这在旁人看来，羡慕无比。

海妈在成都花友圈里可谓是家喻
户晓，“花种得好”、“花痴”都是大家对
她的评价。海妈也毫不掩饰地说：有人

属狗，有人属猫，而我，是属植物的。
为何会爱上园艺？也是源于她对植

物的热爱和对向往生活的勇敢。
2008 年以前，她在电脑城上班，用

她的话来说，走进那栋大厦，一年四季
感受不到风吹日晒，也感受不到阳光雨
露，感觉生活没有多大意义。“大多数人
都过这样的生活，突然有一天我就厌烦
了这种一眼看到头的日子。”海妈说，当
年正好遇上5·12汶川大地震，也对生命
有了新的看法。所以她放弃了电脑城的
工作，买了一套带屋顶花园的房子，和
丈夫任维一起过上了打造花园的日子。

从买花苗，到栽种，到打理，每一环节
都需要亲力亲为。丈夫任维打趣儿地说她
是个“马桶学士”，“从爱好到‘专家’，都是
她利用蹲马桶的时间一点点学来的。”没
事就泡在论坛里，一有空就向其他园艺爱
好者请教，直到现在，海妈都还保留着每
天看一点专业书的习惯。在他眼中，老婆
也是个有才、能干的女性，“对家庭园艺
很有自己的见解，很有前瞻性，就算遇
到困难也没有放弃过。”出于对老婆的
心疼与支持，2014 年，小女儿出生后，
任维也放弃职业经理人的工作，跟着她
一起打理花园，直到现在。

邀请/
“不用选了，就是你了！”

11年创业 成为大家眼中的“花痴”回忆/

“种花、园艺一直被大多数人认为
不体面。”海妈说，她为此一直在努力。
当在全球女性创业者大会现场，她的故
事被介绍，还获得那么多人的掌声时，
她也get到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家庭园
艺要进入大众视野了！这令她非常高
兴，因为她认为园艺一点都不低贱，“它
很奢侈，很高雅，甚至很高级。需要极高
的审美力、共情力、学习和思考……”

在成都双流基地内，她也拥有着七
八十人的团队，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年
轻人。“我们团队最小的一位是00后。”
海妈淘宝店一位93年的客服主管小八
告诉记者，“所有成员都是真的抱着对
园艺的热爱才聚到一起。”小八说，其实
她是学机械出身的，自己也是看了一张
海妈一家人坐在开满鲜花的园子里的照
片才被打动，才萌生了来基地的想法。

小八说，“从小的爱好是不会改变
的。”所以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归田园。

“就像海妈这次去杭州参会，我们都一
致认为，是她的努力被看到了。”所以
知道消息那一刻，整个办公室都疯狂
了！她认为：“这是园艺人的高光时
刻。”现在，只要大家点开海妈的淘宝
店，她和马云的合影也被团队放在最
醒目的首页。

从不被认可 到希望被认可改变/

新闻链接：

成都是种植植物的“开挂区”

荣耀/

海妈与小女儿噜噜在花园玩耍

海妈与马云同台PK插花 图据受访者

紧接01版 推动了基层形成比学赶超、竞相发展的良好
格局。他强调，各区（市）县和市级各部门要积极推动解
决市领导在点评意见中指出的问题，特别是对涉及长远、
涉及全局、涉及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主要负责同志要主动
担当、深入研究、提出具体方案、分步推进实施。对于各区
（市）县和市级各部门提出的意见建议，各责任部门要认
真组织可行性研究，形成明确的办理意见。要组织新闻媒
体开展日常监督，针对项目推进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等进
行回访暗访，及时反映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

会议对9月份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会议强调，要全
力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大事，精心策划组织相关活动，凸显主旋律、正能
量，营造良好氛围。要将庆祝活动与“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相结合，促进主题教育和改革发展各项任
务协同推进、同步落实，确保作风有转变、基层有感受。
要进一步落实强投资、促消费，全力防风险、保稳定，持
续巩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

上接01版 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奋战在我市水环
境治理一线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说，水是生命之源，
水环境治理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工作之一。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在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流域治
理、城市污水处置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城市水环境质
量明显改善，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但在看到
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工作距离党中央
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系列部署要求和市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还存在一定差距，老旧院落管网系统陈旧待
修、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管理机制体制
还需不断完善，水环境治理必须从治理河流“主动脉”
向疏通城市管网“毛细血管”延伸，全面打响水环境治理
向纵深、源头、治本推进的新战役。

罗强强调，市级有关部门及各区（市）县政府要深刻
认识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复杂、长期的系统工程，要从两
江环抱区域、成都绕城区域入手，坚持治理要“面子”更要

“里子”，将截污、清淤、保洁等管护工作与设施建设、管网
排查疏通、水生态修复等深度治理相结合，注重源头防
治，强化过程监管，依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要在保
证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从实际情况、
长远目标出发，支持建设临时污水处理站和防渗污水收
集池，有效促进生活污水分散处理。要进一步完善提升河
湖长制工作体系，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落实好巡河
制度，加强日常巡查，推动“数字河长”和“数字城管”有机
结合，全面巩固水环境治理成效。要建立健全长效保护机
制，坚持长效防治科学化、常态化、信息化、智能化，在多
功能整合、多价值融合上下功夫，实现长治久清。要加大
宣传力度，向市民讲清楚修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争取获得大家理解和支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努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保护家园“人人
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良好社会氛围。

副市长刘旭光，市政府秘书长周先毅等参加现场办公。
新闻链接：
据悉，2019年1-7月，我市地表水水质总体良好，107个

地表水断面中，I-III类水质断面91个，占85%，同比上升13.1
个百分点；IV-V类水质断面13个，占12.2%，同比下降9.4个
百分点；劣V类水质断面3个，占2.8%，同比下降3.7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