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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临，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
级高，火灾隐患突出，森林防火形势严
峻。资阳市严格“四禁止”，着力防范森
林火灾。下面，我们就用四张漫画（右
图）告诉大家，在林区不能做什么。

凡违反上述规定的，依法从严从重
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扫码关注“资阳自然资源”微信公众号

资阳市严格“四禁止”防范森林火灾

1、禁止上坟时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2、禁止野外活动时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

3、禁止农事活动时在林区或林地旁边开荒烧杂
草、烧秸秆、烧垃圾

4、禁止在林区随意扔弃烟头

郑

重

提

醒
尊敬的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及资阳市市民：

4月 5日，我公司在雁江区新天地广场附近电力管线顶管
施工过程中，因勘察地下管线不仔细、不全面，导致雁江区新
天地广场附近DN900二期引水管道破裂，给贵公司自来水生
产造成严重影响，给资阳市市民造成生活不便。在事故发生
后，我公司积极配合资阳海天水务对受损引水管进行了抢修，
现向资阳海天水务公司和广大资阳市民深切致歉。

四川省鑫迅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二0二0年四月十五日

致歉信

为资阳天立注入衡水教育基因
□ 胡佳音

资阳市天立学校是2016年底雁江区招商入驻的民办中学，由神州天立教育集团投资建设，2017年规划，2018年建成招生。
今年，神州天立教育集团立足资阳天立长远发展，引进了河北衡水中学管理人才和师资团队，注入衡水教育基因，助力资阳天立发展。
人间最美不过四月天。
青青校园，花红柳绿吐芬芳。日前，资阳天立学校履职的新掌门人王学双，对如何推动资阳天立书写发展新篇章，娓娓道来。

王学双说，资阳地处四川盆地中
部，是连接成渝“双核”的区域性中心
城市，占据成都东进的首要位置，拥
有“三贤故里”“中国长寿之乡”等多
张城市名片，未来发展值得期待。扎
根资阳，融入资阳，建设资阳，通过资
阳天立实现自己“新教育梦想”——
在今后 11 年中实施“三三五”发展规
划，希望将资阳天立打造成全市一
流、四川名校。通过强健体魄、点燃
激情、培养习惯、塑造品质，增强学生
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实现学生全面发展；通过国学、科
技及其他素质培养，培养学生的家国
情怀和人文情怀，使资阳天立学校成
为一所学生向往、家长满意、社会称
赞的高品质学校。

从教路上能拥有“勇于超越”可贵
品质，王学双说还得感谢一个人，那就
是闻名全国的“铁校长”李金池。“天立
教育，跟我所追求的教育精神所契合，
所以我选择了加盟天立教育。”

天立教育集团创办于 2002 年，据
悉，已在成都、泸州、宜宾、内江、广元、
西昌、雅安、达州、资阳、内蒙古乌兰察

布、山东潍坊、东营及安徽、贵州等地陆
续落户办学，在校师生近40000余人。

王学双说：“作为一所新建学校，
一切都是新的，更需要大胆创新、大踏
步前进。受集团指派，我带着开创学
校新局面的期望而来，这也是我肩扛
的重大责任。”

王学双表示，来到资阳天立后，他
将带领团队规划纵横矩形管理体系
——纵线上，依托衡水中学的管理体
系和经验，编织一个适合资阳天立学
校的行政管理模式，让学校师资团队
高效运转；横线上，通过天立集团名
师、学区骨干、学区名师，对所有年级
和学科进行专业指导。“有了这一横一
纵两条线的交织运行，高效育人的目
标就可以最终实现。”

天立教育倡导学生全面发展天立教育倡导学生全面发展、、多多
元发展元发展，，用因材施教的方式用因材施教的方式，，为每一为每一

个孩子量身打造个性化教育。“这是
目标，更是使命。”

王学双说，围绕如何更好地完成
使命，他将在接下来的执校中，主张开
展“四个维度”的育人：全员育人、全科
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重点培
养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这当中，
我们将突出激情教育、陪伴教育、课堂
主阵地教育，对学生实行唤醒、点燃、
激励，更好增强学生内驱力。”

王学双表示，此次天立教育集团
从衡水中学引进的管理和师资团队，

包括由他担任的资阳天立学区校长、
张志强担任的中学部校长，6 名来自
衡水中学的语、数、英、物、化等学科
的骨干教师组成。

“我们此次从衡水引进的管理人员
的家属、孩子都会入住、入读资阳天立。
所以，办好学校，我们更加责无旁贷！”

他说，学校的近期目标是：今年 9
月，资阳天立开启高中招生，目前正
开展招生宣传。首届高中开设 6 个
班，25 人班 2 个、40 人班 4 个，严格执
行“小班教学制”。

新团队 秉持责任使命再起航

1980年10月生，河北秦皇
岛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
国民主同盟会盟员。先后在河
北省石家庄精英中学、河北省
衡水中学分校任教、执校，从事
教育工作近20年。

王学双

“天之骄子、立己达人”。
新学校、新举措、新理念、新目

标，让天立教育集团对资阳天立学
校寄予厚望——

天立教育集团总校长苏远东表
示，在十九年的办学发展中，各个城
市的天立学校在当地取得了非常好
的成绩，培育了很多优秀学生。与
此同时，衡水中学的成功经验告诉
社会，学生的精神品质和动力系统，

是取得优秀学业成绩的重要条件。
“资阳天立学校是天立教育旗

下德育课程示范校，由来自衡水中
学的德育首席老师王学双担任校
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苏远东
说，“我们相信，未来的资阳天立，
一定会培养出朝气蓬勃、斗志昂
扬、信心百倍、动力十足的天立学
生，他们不仅是学业优秀，更会有
良好的道德品质。”

王学双 扎根资阳助推天立教育 天立集团 成就更优秀的教育

资阳天立学区校长

广告

我公司成立于 2019年 7月 31日，为资阳市属国有企业资
阳市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工程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服务等
项目。根据公司日常办公及经营管理需要，现面向全市购买
办公场所，并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拟购买办公场所位置要求：资阳主城区范围内。
2、拟购买办公场所面积要求：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以

内，总层数不超过 4层。
3、拟购买办公场所功能要求：一是该建筑紧邻街道，交

通便利；二是首层具有较大空间，可满足多种用途，以上各层
符合公司办公场所需求。

4、报名方式：有意出售者请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至 17 日
期间，上午 9∶00至 11∶30、下午 3∶00至 5∶30，到资阳市水务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资阳三贤文化公园弘乐府售楼部三楼）递
交报名文件。报名文件应包含《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
产登记证》原件、复印件及相应证件未被抵押、查封的证明材
料、房屋总平面图、出售报价（分楼层分项报价）。

5、发布公告媒介：本公告在《资阳日报》上发布，公告时
间为 2020年 4月 13日至 17日。

6、联系人：余先生
联系电话：15183740817 028—26608173

资阳市天翊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13日

资阳市天翊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购买办公场所的公告

举报电话：
资阳市：110、028-26559336
雁江区：028-26925829
高新区：028-26095130
安岳县：028-24536821
乐至县：028-23322146
邮寄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366 号（资阳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线索核查中心）。
邮政编码：641300
电子邮箱：zysshb@tom.com

资阳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举报方式

本报讯（记者 韩成玺）近日，记者在雁
江区丹山镇华光村白塔遗迹处看到，白塔
塔身被脚手架“包裹”，六七名工人正在加
紧对斑驳的塔体实施修缮，缺漏的塔顶和
满目疮痍的内部基本修补完好，目前已完
成整体工程的 60%。

据记载，丹山白塔始建于唐代，坐北向

南，高 20 米，共分七层，塔底 25 平方米，塔
身逐层缩减，最高一层为 22 平方米，1982
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 年 7
月被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墙
由红砖白泥砌成，远远望去塔身显白。但
历经千年风雨侵袭，白泥已被冲刷殆尽，留
下的唯有黑红色的砖石，“白塔”变成了“红

塔”，且塔内外破损严重。
丹山白塔到了非抢修不可的地步。对

此，雁江区文物管理所和丹山镇党委政府
于 2019年启动白塔的修缮保护工作，维修
工程设计方案经上级相关部门批复后，9
月底开始施工。原计划今年 3月底即可修
缮完毕，但受疫情影响，整体完工时间将有

所延迟。
据丹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整个维修

工程投入资金近三百万元，白塔修缮完毕
后，镇政府决定以丹山白塔为中心打造白
塔公园，充分利用白塔的名气和资源带动
全镇文化旅游。同时，将在白塔旁修建管
理用房，指定专人管护。

省级文物丹山白塔修缮完成60%

本报讯（记者 蒲敏）近日，记者从乐至
县文广旅局获悉，该县将从 5 月开始面向
全省招收川剧中专定向委培生。

此 次 主 要 招 收 戏 曲 表 演 专 业 的 学
生，报名时间从 5 月 1 日持续至 15 日。学
员在通过专业考试和文化考试的初试、

复试后，由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择优录取，
学习期间还可享受乐至县财政每年每生
4000 元生活补助。学习期满后，学员可
根据当年有关人事考试招聘政策参加乐
至县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川剧表演
及川剧音乐专业）公开考试招聘，聘用人

员按照在编事业单位人员落实工资福利
待遇。

据了解，乐至川剧先后被列入县、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
先后被列为资阳市非遗传习基地、四川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项目体验基地，并于

2019 年 9 月聘请四川艺术职业学院教授、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川剧变脸艺术大师彭
登怀为乐至川剧艺术顾问。近年来，乐至
县每年开展川剧公益性演出达 30余场次，
培养川剧人才 30余人，多次组织参加全省
各类重大文化活动。

想学川剧？乐至招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