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17年 12月 28
日，达州市大中专学校共青团工
作联席会在达一中举行。

会前，与会者参观了达一中
社团活动展板。

会上，团市委干部向与会者
宣讲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并希望
各级团组织在今后的工作中贯彻
好、落实好。同时，共青团四川省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开江中
学团委负责人领学共青团四川省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精神。各学校
代表还就本校团委、少先队改革
工作落实情况进行交流发言，大
家积极参与，畅所欲言。

此次交流活动为全市大中专
学校共青团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相
互交流的平台，加深了解、增进
友谊的平台。大家均表示，通过
参观交流，很受启发，很有收
获。

（本报记者 桂爽）

全市学校共青团工作联席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首届民
办教育教职工趣味运动会在通川
区八中举行。比赛设有单人男女
乒乓球、羽毛球，团体趣味运动项
目，以及竹篮打水、齐心协力、跳大
绳、无敌风火轮、过河拆桥、接力
赛、投沙包、拔河等项目。全区民
办教育机构组成 19支代表队，
1022名运动员参赛。

开幕式上，各代表队表演了彩
带秀、踢踏竹竿、动感篮球、迷你小

绳、可爱毛毛虫、炫美花球、花式橡
皮筋、踢毽游戏……充分展现了民
办教育教师的青春风采。接下来
的比赛，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勇拼
搏，欢呼声、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
伏。

经过激烈角逐，黎明、段小凤、
高腾升、寇全丽等11名老师分别
获得单人冠、亚、季军，新佳创幼儿
园等六个单位获得团体一、二、三
等奖。 （本报记者 王万礼）

通川区民办教育职工运动会举行

本报讯 1月11日，达川区申
报的国家级课题《基于矢量技术的
跨区域同步教学应用专题研究》在
达川区逸夫小学开题。

当天上午，北京皇城根小学数
学特级教师张国庆、逸夫小学老师
黎伶玲，和浙江、上海、延安等地8
所学校的老师通过“全景学习平
台”，同上小学四年级数学课。孩子
们自主学习、自主探究，并与其他
省市的老师和同学互动交流。

2017年，达川区教科局多次
召开专题会，研究推进方案，落实
具体举措，细化考核办法，制定责
任清单，确保支撑课题研究的“全
景学习平台”技术成功运用。区教
科系统召开了“全景学习平台”应
用工作推进会，层层压实责任，形
成全员全域抓落实的局面，为课题
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
撑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郭元 本报记者 陈鲸印）

达川区教科系统一国家级课题开题

达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达
州市公安局、达州市工商局、
达州市商务局、中共达州市委
群众工作局、达州市人民政府
金融办公室提醒广大市民朋
友：

远离非法集资、远离高利
诱惑、远离非法借贷、远离传
销，参与非法集资、非法借贷、
传销者，责任自负，损失自担，
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代偿。

近期，根据市民举报和有
关部门调查发现，我市出现部
分商务类营运机构采取电话、
微信、QQ、宣传小卡片等方式
诱导市民参与高收益项目投

资、无担保无抵押借贷或高额
返利方式消费。经甄别，多数
机构未经金融主管部门审批
或核准，不具备经营金融业务
资质，其打着“金融创新”、“零
成本购物”、“消费全额返还”
等口号，超越权限和范围从事
经营活动，极易给广大市民朋
友造成经济损失，有的已经涉
嫌非法集资和传销。

特别提醒广大市民朋友
擦亮眼睛、提高鉴别能力，自
觉抵制一切非法活动，保护好
自身财产安全和信息安全，自
觉维护好社会稳定。一旦出现
经济损失，请采取理性、依法
维权方式。

市场有风险，投资、借贷、消费需谨慎

通川区北山镇自古文风鼎盛，尤其
是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建国以来，相继
孕育出了以梁上泉、梁芒、杜泽九、邓成
彬、符纯云等为代表的众多北山籍知名
诗人、作家、学者。至今，有30余人出版
发行诗文集，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诗
歌文化现象——北山诗人群。

1月8日，冬阳高照，北山诗歌陈列
馆盛大开馆，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云集
一堂，见证这一盛事。本报通川区北山镇
中心校小记者积极行动起来，到现场采
访了参加开馆活动的部分诗人、作家。

家乡的变化一天一个样

著名诗人、作家梁上泉先生已年过
八旬，见到我们格外高兴。他说每次回来
都感到家乡变化大，家乡的人很亲切，回
来了都要住几天，不想离开这里。

采访中，他给我们解读了他在开馆
现场吟的诗：华夏群山山不静，林间百
鸟竞啼鸣。诗坛应解呼吟苦，少恋自身
念众生。他说，诗人要跟时代接轨，要有
大我，少小我，为伟大时代鼓与呼。

谈及对家乡的感受，梁爷爷说，家
乡的变化很大，家乡诗歌文化的繁荣离
不开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北山诗歌
陈列馆开馆，是达州经济、文化相互促
进、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对促进北山
诗歌文化培育壮大，将起到重要作用。
他会一直关注北山的诗歌文化发展，支
持北山“草根诗人”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本报小记者/吴铭锡、刘思思、马梓
雄、王悦萌、杨凡

让巴山蜀水与诗歌作伴

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助理、副秘书长
大卫参加了开馆活动，他在接受我们采
访时说：“从明代兴场建制以来，北山就
形成了浓厚的诗词氛围，至今仍保留着
独特的习文风气。淳朴的北山人民不忘
初心、笔耕不辍，用诗歌倾述对祖国的
感情、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
愿景和祝福，在全国都是一大特色。”

“北山诗歌陈列馆珍藏了丰富的图文资
料、实物书籍，对培养诗词人才、弘扬传
统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将起到重要作
用。北山人有吟诗作赋的好传统，必将
在四川，甚至全国产生深远影响。巴山
蜀水与诗歌作伴，四川达州是个美丽的
地方。”

《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北山知名
诗人邓成彬等也愉快接受了我们的采
访，并为我们一一签名。他们不厌其烦
地为我们签名，既是对我们的喜欢，也
对我们具有极大的鼓舞作用。

�本报小记者/王雪、何诚诚、孙雁
蓉、张娅澜、江雪梅

做优秀诗歌文化传承者

梁上泉爷爷的夫人蒲心玉，曾在

《白毛女》、《刘胡兰》、《刘三姐》、《洪湖
赤卫队》等歌剧和《布谷鸟又叫了》等话
剧中任主角，至今仍担任重庆熊猫儿童
艺术剧团团长。蒲奶奶在接受采访时告
诉我们，他的儿子梁芒13岁时写了一首
诗《灯海与星海》，读初中时写的诗《看
海的日子》，后来被选入了高中语文教
材。“天上一片星海，地上一片灯海

……”蒲奶奶还和我们一起吟诵起了
《灯海与星海》，参观陈列馆的诗人们听
了都说，诗美，场景更美，把大家带进了
童话般的世界。

“我们是农民的儿女，有着农民的
勤劳和质朴；我们是诗人的后代，有着
诗人的灵秀和睿智。”我们学校九年级
一班的陈燚欣同学在开馆现场代表诗

歌文化传承爱好者发言。当了解到我们
学校建有“山泉文学社”，出版《山泉文
学》刊物，编订电子教材，同学们都有晨
读诗歌的习惯，在各级诗歌艺术活动中
屡屡获奖，参加活动的诗人们无不夸赞
我们真能干。

�本报小记者/吴燕妮、潘思颖、王
杉杉、王瀚月、罗元哲、张涵

北山之巅 浓
□活动策划：达州日报教育周刊、通川区北山镇中心校

□活动执行：杨凤 本报记者 冯尧、陈鲸印

诗诗意意

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近日连
发两道公告，明确重申了其按既定思路
建设俱乐部、坚定朝全华班目标迈进的
立场。

这也和恒大老板许家印在2017年
2月恒大俱乐部新赛季管理会议上的
讲话和3月全国政协记者会上的表态
完全吻合。

在当时的管理会议上，许家印认
为，恒大足球实现了第一阶段“打出成
绩、树立品牌、作出贡献、奠定基础”的
目标，并提出恒大足球下一阶段的目标
是“打好成绩、建好梯队、实现2020年

全华班”；3月的全国政协记者会上，许
家印说：“俱乐部不能搞外援的引援竞
赛，要把投资重心转向青少年培养，中
国足球才能长远发展。”

48小时连发两份公告

记者看到，第一份《公告》于1月9
日发出，称有关我俱乐部“以严重超出
中国足协设置的引援调节费标准的费
用，引进正在参加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
球员”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1月10日，第二份《公告》更进一步

称：从2017年开始，我俱乐部明确外援
引进要与中国足球水平相匹配的原则，
坚决不花高价到国外引进外援，坚决不
搞外援的引援竞赛，把工作重心转向青
少年球员培养。我俱乐部将继续坚定
实施从恒大足校到俱乐部的青训“一条
龙”模式，到2020年逐步实现“全华班”
的目标。

公告的意思很清楚：外援不搞“超
前配置”，其水平、身价要与中国足球水
平相匹配，拒绝天价引援，不干“钱多人
傻”的事；外援引进不搞竞赛，绝不玩竞
价、竞拍的游戏，绝不哄抬物价；坚持战
略定力，重点培养青少年球员，夯实从
足校到俱乐部的青训“一条龙”体系，确
保实现恒大2020全华班的目标。

不改初心 目标全华班

同一家俱乐部在48小时内接连发
布两则官方《公告》，很少见；两份《公
告》内容都与引援有关，更为罕见。多
年来，恒大淘宝的引援质量和模式，一
直被业界和球迷重点关注。此次在引
外援态度上，恒大淘宝怎么会有如此大
的转变？

分析人士表示，其实就是恒大搞足

球的初心，因为全华班的设想绝不是今
时今日才有。2012年10月9日，在恒
大皇马足球学校开学典礼上，许家印就
在恒大足球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战略
中提出了全华班的设计：就是希望能够
在未来的8到10年内，将广州恒大打
造成为由清一色国内球员组成的队伍，
而且球员都是中国乃至亚洲的明星级
球员。

在近、中期目标都顺利实现后，恒
大足球的发展路径自然是实现当初制
定的远景规划。而且，自2012年首次
提出全华班设计后，许家印不断丰富、
完善了全华班的目标内涵。

2013年7月11日，许家印在“恒大
国脚八项规定”传达大会上明确提出了
全华班，希望“在未来的5到8年内，恒
大足球俱乐部能够实现全华班”。

2017年2月13日，许家印在俱乐
部管理会议上总结说，恒大足球实现了
第一阶段“打出成绩、树立品牌、作出贡
献、奠定基础”的目标，并提出恒大足球
下一阶段的目标是“打好成绩、建好梯
队、实现2020年全华班”，同时，“球队
水平不能降低、比赛目标不变”。

2017年3月9日，许家印在全国政
协记者会上表示：“中超联赛引进外援

要跟中国足球的水平相匹配，俱乐部不
能搞外援的引援竞赛，要把投资重心转
向青少年培养，中国足球才能长远发
展。”

为什么恒大要在2020年左右实现
全华班呢？

2017年7月10日，许家印在俱乐
部管理会议上对这一时间点进行了明
确的阐述：“首先，从恒大足校学校的成
才周期来看，恒大足校从2012年开始
招生，到2020年，8年的时间，13岁的
已经21岁了。因此，从培养青少年的
角度，我们提出了（在2020年实现）全
华班。”

可见，许家印的全华班，是以恒大
足校为基础。而恒大足校近年来在国
内外比赛中拿到了100多个冠军，这让
许家印感到恒大“有底气、有基础、有信
心”在2020年实现全华班目标。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中超七连冠霸
主，广州恒大淘宝公开表态：不搞外援
军备竞赛，在“顾全大局”方面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作为目前亚洲最成功、最
具影响力的俱乐部，也是中国足球目前
为数不多的国际名片，广州恒大淘宝力
撑中国足协，向国际足坛传播了中国足
球改革正能量。 �本报记者 谢建荣�

48小时连发两道公告
恒大淘宝将稳步推进全华班

小记者采访《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 著名诗人、作家梁上泉为小记者签名。

前来祝贺的领导和嘉宾为北山诗歌陈列馆开馆。

本报讯 “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
九小的老师们。”2017年12月29日，
大竹县第九小学的老师们前往该县石子
镇民主村的贫困户家中开展“暖心行
动”时，村民们如是感言。

当天，该校教职工纷纷深入贫困户
家中，为各自的“攀亲”对象送去了食
用油、衣物等生活用品，向贫困户宣传
教育、医疗、贷款等政策，想方设法解
决贫困户提出的诉求。同时，鼓励贫困
户因地制宜、不等不靠，在接受帮扶的

同时，抓住机遇、奋发自强，争取早日
脱贫致富。

80多岁的村民陈培华是该校党支
部书记、校长蒋美翠的帮扶对象，其
40多岁的儿子常年在外务工，且属单
身，老人生活无依无靠，生活拮据。蒋
美翠一有空就深入其家中，帮他打扫院

坝，送肥皂、洗衣粉、食用油等生活用
品和慰问金是平常事。陈培华是名饲养
土鸡的“好手”，蒋美翠鼓励他适度扩
大养殖规模，并以“以购代捐”的形
式，动员朋友、同事上门购买土鸡，以
增加其收入。

民主村偏远贫瘠，交通不便，是该

县三个深度贫困村之一。在脱贫攻坚专
项行动中，大竹县第九小学71名教职
工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先后6
次前往民主村开展走访慰问、入户交
流、集中商讨、“暖心行动”和脱贫攻
坚全覆盖核查。学校班子成员和教职工
并与村委一班人共同研究发展事宜，帮
其发展了集体经济，增加了贫困户收
入，使帮扶工作扶到了点上、扶到了根
上。

（周世志 庞小东）

大竹九小开展帮扶工作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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