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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快递

乐山市草堂高中
开展音乐鉴赏公开课

本报讯（草堂宣）近日，乐山市草堂高中音乐教研
组开展音乐鉴赏公开课。

在题为《春之声圆舞曲》的公开课上，任课老师在
课件上用音配画的方式，展示出乐山繁花似锦的春
天，用画面引入所讲内容。随后，引导学生回答课前
问题，引导学生如何寻找音乐的特点，并为学生播放
《春之声圆舞曲》的舞蹈视频和歌唱视频，以拓宽学生
的视野。在老师的优美示范和语言引领下，同学们了
解了圆舞曲的典型特点、乐曲的情绪等音乐知识。

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已有14名听障学生被高校录取

本报讯（喻刚凤）今年，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有
19名听障学生参加高等特殊教育单独招生考试。笔
者从日前该校召开的2022年听障高考工作总结会上
获悉，截至目前，该校已有9名学生被重庆师范大学、
乐山师范学院、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郑州师范学
院四所本科院校录取，5名学生被浙江特殊教育职业
学院、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和长沙职业学院三所专
科院校录取。其余高校录取情况将于近期陆续公布。

据悉，会上还总结了今年高中听障学生的高考总
体情况，并提出今后高中组要紧紧围绕高考开展教研
交流，促进老师总结经验，提升教学技能，把好教学质
量关。

乐山市实验小学
掌握急救知识 构建安全乐园

本报讯（实小宣）近日，乐山市实验小学“喜洋洋
中队”邀请乐山市中医医院的4名医生到校，为同学
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又别开生面的卫生急救知识专
题辅导课。

辅导课上，主讲医生从认识溺水的危害、远离野
外危险区域、游泳注意事项、避免错误施救和如何正
确自救互救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生动的讲解。从专业
角度向同学们普及了防溺水安全知识，增强了同学们
的防溺水安全意识。为了更好地让同学们理解并掌
握防溺水的实际技能，主讲医生在现场演示了自护、
自救及救人方法，并让教师及同学代表上台尝试。在
积极活泼的氛围里帮助孩子们掌握防溺水实际技能，
提高自救能力。此外，主讲医生还为孩子们普及了防
蛇虫鼠疫技巧、心肺复苏术等。

本报讯（记者 张力）日前，2022年乐山市高中学校新
生招生录取工作会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全市共29
所普通高中录取，下达普通高中招生计划15334人，3所高
中调减招生计划，实际录取15000人，录取人数占报名人
数比49.1%。

与去年一样，中考各考试科目成绩依然以A、B、C、D、
E五个等级形式呈现，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则按照学生
中考分数录取。不同的是，从2022年起，为利于考生更好
地自我评价，乐山将考生中考成绩等级、高中录取结果和
成绩等级的分数区间度同时公布。

在中考录取场，按照“同分同等级、各等级比例大体相
当”的原则，实施了成绩划分。据悉，和往年相比，今年中考
分数整体上涨幅度较大，平均分大概上涨了60分至70分。

全市共29所高中录取15000人，其中，省一级示范性
普通高中乐山一中计划录取1200人，实际录取1204人；
五通桥中学计划录取550人，实际录取554人；峨眉二中
计划录取850人，实际录取850人；犍为一中计划录取900
人，实际录取903人。

根据时间安排，6月25日至7月4日，乐山各普通高中
学校完成发放录取通知书和组织新生报名工作。7月4至
7月11日，完成补录工作。补录需符合以下条件：补录执
行下达计划数、补录学校有空余名额、必须上该校统招分
数线、必须是未被市内其他普通高中录取（含民办）。

乐山市29所高中录取15000人

补录需要这些条件

国家奖学金

用于奖励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
校）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全
国每年奖励2万名，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元。

国家助学金

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平均每生每
年 2000 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
1000至3000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2至
3档。资助对象是具有中等职业学校全日
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
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按一、二年级非涉农专业学生总人
数的 20%确定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人数）。原连片特困地区、民族地区
中职学校、四川省藏文学校、四川省彝文
学校及“9+3”一、二年级学生全部纳入国
家助学金享受范围。

免学费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
学生（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除外）均可享
受免学费政策。民办学校学生参照当地
同类型同专业公办学校标准给予补助。

学校资助和社会资助

中等职业学校每年安排一定的经费，
用于国家资助政策之外的学费减免、勤工
助学、校内奖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鼓
励和支持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个人
资助中职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此外，2020年及以前入学的四川户
籍原建档立卡家庭中职在校学生，继续享
受每生每学期500元的生活费特别资助。

本报讯（段立平 记者 张力 摄影报
道）6月27日一早，沙湾区沙湾小学收
到夹江县王一富老人和妻子送来的一
面锦旗，上面写着“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原来，这是为了感谢和表扬该校
六（3）班学生董睿轩拾金不昧的精神。

6月25日，沙湾小学副校长余春
秀带着文艺演出队的学生乘坐公共汽
车去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参加艺术
节展演活动。上车后不久，董睿轩发
现座位底下有一个破旧的钱包，立即
拾起交给了余春秀。余春秀和同事打
开钱包发现厚厚一叠现金，立即询问
该车司机，司机表示对钱包不知情。

是谁的？怎么找失主？翻看了钱
包，无任何信息，最终在一个夹层里发
现一张就诊卡，但没有名字。几经周
折，他们终于联系到了失主王一富。

小学生拾金不昧
失主送锦旗感谢

@初中毕业生

高中阶段
这些资助政策要了解

又到一年毕业季，朝气蓬勃的初中毕业生即将进入多彩的高中阶段。日前，记者
从乐山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最新的四川省高中阶段教育学生资助政策，并进
行了系列政策梳理。

同时，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醒广大学生，电信、网络诈骗时有发生，而且花样不
断翻新。如果收到助学金、贷款、中奖、刷单、退款、理财等内容的短信、电话、微信
等，请大家不要轻信，及时向老师、家长咨询沟通，以免上当受骗。

国家助学金

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国
家助学金，全省平均受助面为普通高中在
校生的 30%，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平均
2000 元（各地可结合实际在 1000 元至
3000元范围内确定2至3个档次的具体标
准）。

民族自治地方免学费及教科书费

按当地普通高中收费标准，据实免除民
族自治州、自治县公办普通高中在校学生学
费，并免费提供教科书。在经教育部门批准
设立的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按公办普
通高中学生的补助标准给予等额补助。

非民族自治地方免学费

据实免除非民族自治地方公办普通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民办学校参照
当地同类型公办学校标准给予补助。全省
平均资助比例为普通高中在校生的 30%。
原建档立卡家庭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
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残
疾学生全部享受免学费政策。

学校资助和社会资助

普通高中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提取 5%
的经费，用于减免学费、设立校内奖助学金
和特殊困难补助等。积极引导和鼓励企
业、社会团体及个人等面向普通高中设立
奖学金、助学金。

此外，如果同学们对学生资助政策有
困惑的地方，可以向老师或教育管理部门
工作人员请教，也可以登录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网站或关注“中国学生资助”微信
公众号查询了解。

记者 张力

中等职业教育篇 普通高中教育篇

失主送鲜花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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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2072期前区开出号码“01、12、13、15、
30”，后区开出号码“03、07”。本期全国销量为2.85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
益金1.02亿元。

头奖开出2注1761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2注1761万元（含783万余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等

奖，落于江苏南京和甘肃嘉峪关。
由于采用了追加投注，两位幸运购彩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783

万余元追加奖金，从而单注总奖金都达到了1761万余元。
追加投注是大乐透独有的投注方式，在2元基本投注的基础上，多花1元

进行追加投注，可多得80%的浮动奖奖金。
奖池滚存至7.54亿元
二等奖开出66注，每注奖金21.84万余元；其中26注采用追加投注，每

注多得奖金17.47万余元。追加后，二等奖单注总奖金39.32万余元。
三等奖开出149注，单注奖金1万元。四等奖开出571注，单注奖金

3000元。五等奖开出10747注，单注奖金300元。六等奖开出19280注，单
注奖金 200 元。七等奖开出 26667 注，单注奖金 100 元。八等奖开出
579159注，单注奖金15元。九等奖开出6415018注，单注奖金5元。

奖池方面，本期开奖结束后，7.54亿元滚存至6月29日（周三）开奖的第
22073期。 乐彩

广告

大乐透开出2注1761万元一等奖

天天彩经
广告

体彩昨日开奖

本报讯（喻琬茹 张华）近日，一位
老年客户到农行乐山广场支行要求提
高其手机银行转账限额，工作人员详
细了解客户结算需求及账户历史交易
详情过程中，发现客户交易明细与其
描述完全不符，且神情异常，农行工作
人员立刻警觉，怀疑客户遭遇电信诈
骗。

农行工作人员耐心与客户沟通，
并向客户解说多种形式的电信诈骗案
例。在工作人员反复劝说下，客户最
终承认其资金是用于某平台投资外

汇。经了解，该app无需登录就能显
示客户资金，并且在客户转入资金两
天内，美元账户余额居然收益超过
50%。诸多疑点下，农行工作人员确
认客户遭遇电信诈骗，在稳住客户的
同时第一时间向人民银行和警方汇
报。在人民银行乐山中心支行支付结
算科指导下，收集了客户受骗的相关
证明材料报警。经过警察、人民银行
和农行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客户最终
放弃继续转账，成功避免45万余元养
老金被骗。

外汇投资稳赚不赔？老人45万余元差点被骗

本报讯（记者 龚启文）打着“香港
富商养子”的旗号，马边彝族自治县人
彭某把黑手伸向了老年人。3个月
内，他巧立名目累计诈骗六旬老人王
婆婆（化名）15万余元。

王婆婆在马边开了一家药店。去
年2月，王婆婆与来药店光顾的彭某
结识。交谈中，彭某透露，其养父是位
香港富豪，家财万贯。只是他流落内
地，身无分文。一旦他回到香港，就能
马上变回“阔少”。在一个个谎言编织
成的大网中，王婆婆对彭某讲述的内
容深信不疑。

交往一段时间后，两人已经熟
络。一天，彭某告诉王婆婆，他在香港
的土地被“养父”卖掉了。现在他联系
上了人，只需 2 万元就可以买回土
地。然后，他将土地卖掉，只留下生活
费，其余钱全部给王婆婆。由于手头
紧，目前他拿不出2万元。王婆婆信
以为真，取出2万元交给彭某。

尔后，彭某继续以购买新车、疏通
关系、到“养父”家拿钱需要路费等理
由，向王婆婆索要钱财。同时，他还承
诺将“养父”家中的钱财取回后，便把
钱还给王婆婆，加上感谢费，总共给王
婆婆五十余万元。

已经被谎言蒙骗的王婆婆将经营

药店积攒的收入、她和老伴的养老金、
向亲朋好友借来的钱财，通过微信转
账、银行转账、现金交易等方式借给彭
某，累计15万余元。

时间一天天过去，彭某许诺的还
款和感谢费却始终没有着落。

今年5月8日，彭某联系王婆婆，
说他的珠宝将在河南举行的拍卖会上
进行拍卖，需要王婆婆再提供2000元
用作拍卖会入场费。王婆婆四处拼凑
了2000元转给彭某。

5月9日，王婆婆发现，彭某的电
话打不通了，微信也被彭某拉黑了。
此时，王婆婆终于意识到被骗了，赶紧
报警。马边彝族自治县公安局立即展
开侦查。6月14日，嫌疑人彭某被警
方抓获归案。

审讯中，犯罪嫌疑人彭某对诈骗
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据他供述，他与
王婆婆相识期间，通过虚构有一个香
港富翁养父骗取王婆婆的信任，诈骗
钱财。后来，由于谎言已经漏洞百出，
又无法还钱，他便打算从王婆婆身上
捞完最后一笔后销号走人。

目前，犯罪嫌疑人彭某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
侦办中。

轻信“富商养子”老人被骗15万余元

今年是王甫春在四川三汇安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汇安防公司）工作的
第19个年头，作为三汇安防公司守押第四党支部书记和井研守押大队队长，19年
来，他从乐山城区到峨眉，从峨眉到夹江，再辗转到如今驻扎的井研，在平凡的岗位
用近20年的坚守，彰显25年党龄老党员的奉献精神和“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守押工作的关键是队伍的正直与纯洁

“我们的工作每天都在跟钱打交道。”王甫春告诉记者，三汇安防公司井研守押
大队负责了井研8条押运线路、大大小小十数个银行的资金财产押运，作为国家和
人民财产的守护者，安全、高效、准时地将资金运输入库只是最基本的工作要求，关
键是要保证自己所带队伍的正直与纯洁，思想上不能有任何问题。

退役军人出身的王甫春体能素质高，业务能力出众，连续10年获评公司“优秀
队长”称号。2016年，公司特意将他调派到井研接手队伍管理。一开始，队员们对
这个外派来的队长很不服气，然而经过他的一手培训调教，从前纪律涣散的井研守
押大队改头换面，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严守规矩的精英队伍。管理队伍有什么诀
窍？王甫春用8个字将其概括——以身作则，用心用情。

每天早上六点多，王甫春就会早早来到值班室，开始准备一天的工作。总结前
一天押运工作、安排当天工作任务、现场监督枪弹领取、排查押运室和押运器械安
全……从早上到夜晚，直到最后一辆押运车入库，他一整天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用真心和真情将队员们紧紧团结起来

在刚刚接手井研守押大队的第一个月，王甫春找到队员们挨个谈话，对他们的
个人性格、家庭情况和思想状况加以了解。在队员们心中，他不仅仅是威严的队
长，也是一个温暖的老大哥。曾有一名队员家中有亲属去世，凌晨打电话向王甫春
求助，接到电话后，王甫春二话不说收拾东西前往队员家中帮他处理后事，并陪伴
他守夜到天亮。从那以后，这名队员对王甫春充满了感激，在工作中也加倍努力。

从2016年接管队伍到如今，6年来，他数次与银行协商，为吃不上午饭的银行
金库值守队员争取免费的午餐，为路途颠簸、路程安全隐患大的押送人员争取补贴
……桩桩件件让队员们感受到这位老大哥在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真心和真情逐
渐将队员们紧紧团结在这位队长周围。

王甫春表示，在未来的工作中，自己仍将尽职尽责，不忘初心，为人民群众的财
产安全筑牢一道厚实“城墙”。 记者王倩

井研守押大队队长王甫春：

以身作则用心用情
铸造安保盾牌

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
莫
上
当

王甫春训练队伍情景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