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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嘉欣）近日，一市民打进本报新闻
热线26656119，称自己在资阳城区买了住房，房产证
还没办下来，而孩子目前是农村户口，能否在住房规划
区内上小学？

3月 12日，带着这位市民的问题，记者咨询了雁江
区教育局有关人士。“这种情况可能无法进入理想的学
校，但是能够保证孩子入学。”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资
阳城区小学招生按照户籍划分区域，各学校招生会首先
保证户籍辖区内的学生入学，辖区内学生登记完后，所
剩的名额再给在城区购房或是进城务工的农村户口人
员子女。如果想去的学校没有名额了，就只能到其他学
校登记入学。“如果户口迁过来了，便可直接到户籍划分
区域指定的学校登记入学。”

孩子登记入学时，需提供户口簿、房产证、父母的务
工就业证明等材料。如果房产证还未办下来，则需要现
住址居委会提供居住证明，材料越齐全越有助于综合评
估，登记入学时会优先考虑。另外，每个学校根据情况还
会要求提供其他材料，在招生开始前各学校会发布招生
公告，其中会有具体说明。

该工作人员表示，雁江区今年的招生工作预计在 4
月底陆续开展，接下来会发布招生入学通知，公布招生
时间、招生区域划分、需要准备的资料等信息，届时各街
道办、社区都会有相关资料。

农村户口在城里买房
家中子女怎样入学？

本报讯（记者 郭春荣）日前，资阳口腔职
业学院建设工地发现明代古墓，古墓保存完
好，有少量陪葬品，墓内石刻壁画精美，色彩艳
丽。

3 月 13 日，记者在古墓发掘现场看到，彩
钢板搭成的临时保护房已将墓室保护起来，免
受风雨侵蚀。来自省、市、区的考古工作队人
员正对墓室进行绘图清理。

该处共有两组土坑式墓室，其中一组尤为
精美。墓廊到墓室有台阶相连，墓廊两边和墓
门有色泽艳丽的石刻图案，雕刻有鹿、凤凰、宝
瓶、花卉等图案。墓室两侧壁画以花卉为主，
线条流畅，绘制精美。另一组墓室较为简洁，
地面均刻有铜钱纹样。

据现场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两组石墓具
有明代墓室的典型特征，墓廊、墓室、雕刻、绘
画具有明代风格，是明代双室墓。由于那个时
期的墓室文字记载少，不能判定墓主身份。从
石刻壁画上看，建筑精美的那组墓室可能是一
组夫妻墓。从墓室现场情况分析，女墓主并没
有安葬在内。

墓室的墓门是封闭式的，有别于其它活动
的墓室门；墓室门缝隙处用密封物填充，充分
保护了墓室的壁画色彩持久弥新；夫妻墓用一
条长石板分割，石板 3 米多长，男女墓室门在
石板槽的固定下严丝合缝，男主人墓室券顶厚
55厘米、长 1.15米、宽 90厘米、重约 2吨多……
一个又一个新发现，让在场的专家们都很震
撼。“古墓内发现壁画，在我市是首次。古墓保
存完好，古墓石刻壁画精美，色彩艳丽，在全省
也属罕见。”四川省文物保护专家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的挖掘工作已基本完毕，接下
来将请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进行打包
固定，搬运到合适的保护地点作进一步修护和
研究。”雁江区文管所副所长王屹说。他提醒
各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如发现古墓葬或其
它古迹遗址，请立即停止施工，上报文物主管
部门，并做好保护措施。

推动志愿服务
关注老弱群体

“老师，这道题我不会”“老师，请帮我检
查作业”……3 月 12 日下午 5 点 40 左右，20
余名学生集聚四三一社区“430”课堂活动中
心，在志愿者的辅导下完成家庭作业。据现
场志愿者介绍，最多的时候有 30几个孩子，
活动中心的桌椅都不够，一部分孩子只在外
面凉亭内学习。

学生家长们纷纷为此志愿服务活动点
赞。“娃娃很喜欢来这儿写作业，几乎每天放
学都准时过来。”在活动中心外等候的学生
家长朱群英说，孩子课本上的很多知识他们
都不懂，有了志愿者们帮忙辅导孩子，放心
多了。

“老弱病残困群体是志愿服务重点关注
对象。”据四三一社区主任李永洪介绍，2014
年 6月以来，社区根据居民人员结构、年龄层

次和实际需求，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志
愿服务活动，针对老年人、青少年、贫困群体
等开展特色服务的志愿活动共计 480余次。

创新服务活动
发挥社工导航作用

2015 年 6月，四三一社区建立居民自治
服务网络，运用志愿服务理念成立自治管理
体系，实现社区自治、社区照顾、社区服务，
达到民心顺畅。

社区采取社工带领志愿者的方式，组织
志愿者参与社区自治、文体活动、健康养老、
困难帮扶、法律服务等活动，广泛开展形式
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长期开展的“创和谐
社区，享幸福车城”“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创
建文明卫生城市”“牵手夕阳红，温暖老人
心”等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成为社区明星志
愿服务活动。

2016 年 4 月，社区创新服务方式，创建

我市首家“义仓”，开展义卖、义演、收集困难
群体、派送义仓物资等自治服务，实践“邻
里相亲、患难相扶，携手相帮、守望相助”
的社区自治愿景。截至目前，举办义集 23
期，义仓发动爱心家庭 246 户次，接受捐赠
物资 1808 件，领发物资金额 208516.8 元，
志 愿 者 参 与 3200 人 次 ，志 愿 服 务时间达
10600小时。

拓宽活动平台
志愿服务氛围浓厚

四三一社区坚持以创先争优为契机，创新
志愿服务载体，培养社区自治队伍。2014年
起，先后成立了太极协会、气排球协会、乒乓球
协会、合唱团、舞蹈队、《晨风文学》社、爱心帮
扶协会等 19支志愿服务队，把兴趣活动融合
在志愿服务中，把志愿服务融合在社区自治
中，并组建了7支党员服务队。社区现登记注
册志愿者 1780余名，每年参加活动的志愿者

达2.1万人次。
82 岁居民朱日东在机车交车线平交道

口义务劝导行人车辆达三年；“车城大妈”严
映霞投身公益 9 年义演 400 场；文化志愿者
潘湘禄“国学”文明宣传入心入脑；全国劳模
李伯莲笔耕不辍撰稿 600篇出版《百荷莲香》
书写正能量；84岁志愿者戴汝明申请加入中
国共产党；8支治安巡逻队日夜守候保平安；
13名志愿调解员进小区入户促和谐；银铃合
唱志愿队唱响十里车城；“双创”志愿服务遍
布社区各个角落；“青少年集市”“430 课堂”
为学生开展文明阅览、知识竞赛、安全知识
演讲等活动……志愿服务在社区遍地开花。

“有时间做志愿者,有困难找志愿者”。
通过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四三一社区团结互
助、合作奉献的志愿服务氛围浓厚。社区先
后获得 2017年度“践行雁江精神”先进单位、
2018年获“资阳市优秀志愿服务社区”，被推
选参加“四川省十佳志愿服务社区”评选，被
推选申报“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四三一社区：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资阳惊现明代古墓 石刻壁画精美省内罕见

82岁居民朱日东连续
3年义务劝导行人车辆
安全通行；文化志愿者

潘湘禄“国学”文明宣传入心入
脑；8支治安巡逻队日夜守候保
平安；“430课堂”辅导学生作
业、丰富学生课后生活……自
2014年以来，雁江区狮子山街
道办四三一社区依托各个志愿
服务队，组织志愿者广泛开展助
老扶困、法律援助、社区自治、义
卖义赠、文明引导等志愿服务活
动，每年开展84次以上，截至目
前，社区登记注册志愿者1780
余名，每年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达
2.1万人次。

□ 本报记者 徐嘉欣

本报讯（记者 陶思懿）2月 28日，本报以《向阳路人
行道坑洞多 市民盼修复》为题报道了雁城向阳路人行
道改造后出现多处坑洞的情况，市民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及时修复人行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3月 13日晚，记
者再次来到向阳路，发现道路两侧人行道上的坑洞均已
用砂石材料填补修复，并铺设了地砖。

“修好了就好，大家从这里过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了。”住在向阳路附近的居民高兴地说，相关部门积极响
应了市民的诉求，将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消除，让市民
安全出行。

向阳路人行道修复好了

据四川在线消息（记者 刘春华）今年我省选调 1713
名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报名时间 3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上午 8:00，报名网址四川优秀大学生选调网（http:
//xds.gcdr.gov.cn）。3月 13日，省人社厅政务网站发布
相关公告，公布了上述消息。

今年选调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选调范围包括：
“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川部委属及四川省地方属高校、
西南政法大学 2019年毕业的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学位应届毕业生（高校名单可公告里查询）。其他普
通高校（即 2018 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
单中所列的其他高校）及省级以上党校、行政学院、科研
院所等 2019 年毕业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学位应届毕业生。此外，还包括在川参加“大学生村官”

（限全省统筹选聘人员）、“三支一扶”、“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人员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项
目人员中，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
担任过建制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的人
员（不含任期未满中途卸任人员），以及 2018年 1月 1日
至 2018年 12月 31日期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在服务
期间获得过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省直部门及以
上表彰的人员（以下简称“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本次选调的专业根据省委十一届三次、四次全会安
排部署及市（州）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确定。应届毕业生
本科或研究生学习期间所学专业（含双学位）在选调专
业范围内，并且能按期取得该专业相应学历、学位证（双
学位只须取得该专业相应学位证）的，视为符合选调专
业条件（具体专业名单可查询公告）。

在年龄要求方面，选调对象应是 18周岁及以上，应
届大学本科毕业生 25 周岁以下（1993 年 3 月 13 日以后
出生），硕士研究生 30 周岁以下（1988 年 3月 13 日以后
出生），博士研究生 32 周岁以下（1986 年 3月 13 日以后
出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考生相应放宽 3周岁。此
外，还需符合相应的选调条件，具体可在四川省人社厅
政务在网站查询相应公告。

四川选调1713名
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工作
已开始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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