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5版重庆新闻
2017 年 10 月 9 日 星期一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何洪

CHONGQING
DAILY

再过两个月，就是袁心玥21岁的生日，虽然年
纪轻，但这位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子因为排球获得
了不少荣誉。不久前，她的履历簿里又添了新的
荣誉——2015-2016年度富民兴渝贡献奖。由于
在北京集训，袁心玥的妈妈周波替她来到富民兴渝
贡献奖颁奖典礼的现场领奖，周波说，这份荣誉不
同于以往的奖项，它代表着家乡人民对女儿的认可
和鼓励，也将鞭策女儿继续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

从小展现过人运动天赋

袁心玥，1996年出生在江北区，小学时光是在
人民小学度过的。周波回忆，女儿上小学时，一家
人搬到了南岸区四公里，从二年级开始，她就自己
坐公交车上学，有几次因为太困而坐过站，坐到了
终点站八公里，只有又坐车返回来，但她从来没有
提出过让父母来接送。

“正是由于从小养成的独立、自强性格，在后来
的训练中，她能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周波说，袁
心玥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了运动天赋，小学期间
包揽了学校各类比赛的跳高、跳远冠军，还喜欢和
比她大的孩子一起训练，“她三年级时进入校田径队，到了四年级就主动要
求和五年级的师兄师姐一起训练。”

为了能跟上高年级的队员，袁心玥训练时很刻苦。虽然横杆一次次落
下，但是她从来不气馁，每次放学她都是高高兴兴地跑到训练场，反复训练
试跳。正是因为袁心玥在田径队里强化了跑、跳的基础训练，为后来参加
排球训练打下了基础。在人民小学的校田径运动会历史中，袁心玥担任了
五届旗手，也是学校历史上第一位连续担任了五届旗手的学生。

勤奋刻苦入选国家队

周波是求精中学的体育老师兼校排球队教练，每天训练完后，袁心玥
就会跑到隔壁的求精中学，看妈妈在球场上指导大哥哥大姐姐练习，也是
从那时起，袁心玥对排球有了兴趣。

“当时虽然她个子高，但身体比较单薄，我就让她跟着我打球，借此锻
炼锻炼身体。”周波说，女儿非常勤奋，一上赛场就很投入，天生是个比赛型
的球员。

小学毕业后，袁心玥升至求精中学，那时她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米78。
于是，周波和丈夫商议决定，把女儿送到八一女排队试训。2009年，袁心玥
离开父母，独自前往八一女排队。

袁心玥在八一队接受了4年的系统训练。2013年参加了国际排联
U18女排世锦赛，她所在的中国国少女排在决赛中击败美国队夺冠，袁心
玥也因此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奖”。

正是那一年，袁心玥被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选中，连跳三级从国少队
来到国家队，开始身披国家队战袍征战国际赛场。

先苦后甜终获冠军

去年里约奥运会，周波和丈夫一同去了现场，一场不落地在观众席上
挥舞着五星红旗为中国队加油助威。看着女儿在场上忘我拼搏、奋力扣
杀，作为重庆人，周波在现场不时用家乡话呐喊加油，关键时刻时不时冒出
一句重庆话“打一个！”

最终，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周波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当天比赛结束后，
女儿抱着爸妈激动得哭了。看着她苦尽甘来，拿下金牌，自己既自豪又心疼。

“心玥练习排球，除了我们会有意识地去培养她这方面的能力外，更重
要的是，她自己对排球有兴趣。”周波说，尽管练习过程很辛苦，但心玥坚持
了下来，从不言放弃，“她从小就很听话，阳光活泼，也喜欢运动，我们作为
父母，也是鼓励她先苦后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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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10月4日从中冶建工集
团了解到，歇马隧道东西干道工程
已进入土石方和路基施工阶段，标
志着该项目全线开工。

歇马隧道东西干道工程位于沙
坪坝区与北碚区之间，工程为除歇
马隧道外的快速路“一横线”段的道
路工程，今年4月开工。该工程是
快速路一横线歇马隧道两侧的连接
道，全长约6.7公里，其中东段长约

0.7公里，起于蔡家三溪口立交，止
于歇马隧道蔡家出口；西段长约6
公里，起于歇马隧道歇马出口，止于
绕城高速公路歇马收费站，双向6
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按照计
划，歇马隧道东西干道工程将和歇
马隧道一道在2019年竣工通车。

歇马隧道2013年开工，是主城
区第17座大型隧道。该隧道位于
渝武高速北碚隧道南侧约4公里
处，东起蔡家岗镇，西至歇马镇，设
计为分离式双洞双向六车道，目前
施工已完成工程量的90%。歇马
隧道及歇马隧道东西干道工程通车
后，将缓解渝武高速北碚段通行压
力，届时市民驱车从歇马到蔡家组
团仅需10分钟时间。

歇马隧道东西干道工程全线开工

9月28日晚10点过，检查完11岁
儿子的作业，又哄睡小女儿后，谢光娟
蹑手蹑脚走进洗手间。她用冷水洗了
一把脸，带上耳机，开始录制当天的“涓
涓细流语文电台”内容。

伴随着明快的背景音乐，谢光娟柔
和的声音在狭小安静的空间响起：“亲
爱的家长们、孩子们，大家好，我们继续
学习写作文。今天的主题是如何看图
写话……”

从去年9月起，永川区上游小学一
年级语文老师谢光娟已陆续录制了
200多期电台节目。在节目里，谢光娟
为学生读拼音、念古诗、讲语文，积极与
家长交流科学教育理念。这份爱与坚
持就如涓涓细流，滋养着学生，影响着
家长，并不断辐射影响到更多的人。

开办初衷
让孩子们爱上语文

一个小学老师，为什么会想起在
“荔枝FM”上办个人频道？谢光娟笑着
说，初衷是为了让一年级娃娃学好拼
音，爱上语文。

去年9月，刚休完产假的谢光娟开
始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老师。为
尽快让这群“小不点”掌握拼音，谢光娟
想了各种办法——玩拼音游戏、对口
型、示范教读，可还是有些孩子让她败
下阵来：“几个娃娃基本不识字，每次上
课都茫然看着我。回到家里，家长也不
敢教，害怕发音不标准，学习进度很
慢。”

谢光娟绞尽脑汁，突然想起在家录
制摇篮曲哄二宝睡觉效果不错，脑中顿
时灵光一闪——自己是省级普通话测
试员，能不能把教学内容乃至孩子们的
表现、需要家长重视的问题录制下来，
让孩子和家长边听边学，随时交流呢？

说干就干，谢光娟下载了“荔枝
FM”电台软件，趁夜深人静时请丈夫帮
忙录制。第一期拼音节目完成后，谢光
娟在班级进行了试播，学生们非常喜

欢。她赶紧发给家长，让放学后放给孩
子们听读。

一周过后，全班学习进步神速。于
是谢光娟每周都挤出时间录制新内容，
每次上传后播放量和下载量均迅速破
千。

“谢老师读音非常标准，朗读很有
感情，娃娃每天睡前都要听。”学生周鸿
宇的家长黄敏说，如今二年级的儿子阅
读能力提高了很多，对语文的兴趣也越
来越浓厚。

沟通家校
融入全程育人理念

除了在“电台”开展教学，谢光娟还
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坚持利用这个平台
与家长进行沟通，融入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的科学理念，潜移默化引导孩子
们立德成才。

今年2月9日，谢光娟上传了开学
特别节目《学习是辛苦的，全世界都一
样》。在节目里她动情地表示，真正的
学习从来都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但凡要
取得成绩，就必须付出努力：“天下没有
掉馅饼的事。”

今年“七一”前，谢光娟录制了一期
纪念建党九十六周年的节目，告诫孩子
们“少年强则中国强”，鼓励大家好好学
习，用实际行动践行少年中国梦。针对
班上部分留守儿童，谢光娟录制了关于
团结互助内容的节目，号召学生们关爱
身边的人。

7岁的曾婧兮是谢光娟班上最小的
学生。她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谢老师的
录音让她学会很多知识，也懂得了许多
道理。

另一位学生家长则在“电台”留言
里动情地写道：“涓涓细流电台让孩子
明白老师对他的爱，也让我们看到孩子

的改变与成长。”

传递爱心
让涓涓细流汇聚成大爱

为了办好“电台”，谢光娟付出了很
多心血。

今年初小女儿因肺炎住院一周多，
谢光娟天天照顾到深夜，然后才在卫生
间录制节目。静谧的夜晚，女儿时不时
的咳喘牵动着母亲的心。她怀着复杂
的心情佩戴好耳机铺开稿子，一瞬间眼
前浮现出孩子们热切的笑脸、家长们信
任的眼神，“那一刻，我觉得再累也值
得。”

那一周里，谢光娟没有落下一期节
目。

开办一年多来，“涓涓细流语文电
台”已有800多位订阅用户，播放量达
25万。上游小学专门为谢光娟设立了
录播室，方便她课余时录制节目。

“谢老师的‘语文电台’不仅让她的
班级受益，而且让整个年级、整个学校
乃至整个教研片区受益。”上游小学校
长钟淑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上游小学与
区内11所乡村小学进行结对共建，“谢
老师的节目成了他们的模板，很好实现
了教学资源共享。”

受“涓涓细流语文电台”启发，上游
小学还在“荔枝FM”上开办了“上游小
学博雅电台”，把学校优秀老师组织起
来，上传更多教学资源和感悟，受到了
家长一致好评。

不仅学校办起了“电台”，谢光娟班
上的学生也纷纷办起自己的“小电台”，
不定期上传自己的阅读作业和说给老
师的心里话，学习主动性越来越高。

看到涓涓细流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谢光娟感到非常欣喜：“我给‘电台’取
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这份爱能‘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相信我们的涓涓
细流将汇成奔腾的小溪，带领更多孩子
们奔向充满希望的大海，共同成长成
才。”

用涓涓细流滋养学生、沟通家校、传递爱心——

一名小学老师和她的“语文电台”
本报记者 罗静雯

9月29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九次会议二审通过了《重庆市气象灾害防
御条例（修订草案）》。

修订后的《重庆市气象灾害防御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
施行。该条例有什么亮点？与社会公众
又有何相关的地方？市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委副主任张山对条例进行了解读。他
表示，条例为我市加强气象灾害防御工
作，提升气象灾害防御能力，有效避免、减
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提供了更为完备
的法律保障。

完善责任鼓励社会参与

“我市是全国受气象灾害影响严重的
地区之一，气象灾害防御形势复杂严峻。”
张山介绍，条例从政府主导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气象灾害敏感单位主体责任着
手，完善了气象灾害防御责任体系。

条例设立了气象灾害敏感单位制
度。规范了敏感单位的防御职责，并加强
对敏感单位的服务和监督，弥补气象灾害
影响高风险单位在灾害应对措施方面的
缺失，实现更加科学有效的防御。

“气象灾害影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
相关，因此，气象灾害防御工作不仅仅是
政府、部门的事情，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参与。”张山说，为此，条例强化了社会共
治，引导和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气
象灾害防御工作，从科普宣传、信息传播、
防灾自救、保险救济等方面提出明确要
求，通过立法促进了“社会参与”原则的真
正落地。

细化我市7种频发气象
灾害的预防措施

张山介绍说，气象灾害重在预防，条
例强化了气象灾害预防的基础性工作：

一是明确了科学研究、技术交流合作
与应用、气象灾害防御标准化和规范化建
设以及宣传培训等方面内容，以提高气象
防灾减灾的能力支撑和保障；

二是增设了气象灾害普查、气象灾害
风险评估和气象灾害风险区划等制度，有
助于了解气象灾害的分布状况，全面掌握

气象灾害风险隐患，突出防御重点，提高
防灾减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落实气候可行性论证这一强制
性评估制度，从源头提高城市规划布局、
重大建设项目等避险承灾能力；

四是针对我市发生频繁和影响大的
暴雨、高温（干旱）、大风、冰雹、大雾、低温
（霜冻）、雷电等7种气象灾害，分灾种补
充规定了主要的预防措施。

“这些修改对实现灾前降低风险、从
根本上减少灾害损失具有重大意义。”张
山说。

自媒体不得擅自发布气象
灾害预警信息

“为加强部门间的信息、资源共享，加
强气象灾害的预警与应急联动，提高气象
灾害应对和防范能力，条例从共享机制、
联合监测、联合会商等方面进行了较全
面、细致的规定。”张山说，条例明确了市、
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建立气象灾害风

险隐患信息以及监测、预警和灾情等信息
平台及其共享机制，气象主管机构组织重
大灾害性天气和气象灾害的跨地区、跨部
门联合监测，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气象因素
对相关行业影响的联合分析研判和预警，
有利于促进资源的整合集约、实现综合减
灾。

而针对当前预警信息传播中存在的
来源不清、渠道不畅等问题，条例强化了

“归口管理、统一发布、快速传播”的机制，
对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
明确由市、区县（自治县）气象主管机构所
属的气象台站按照职责分工统一向社会
发布，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
同时强化了预警信息传播设施和渠道建
设，细化了预警信息传播要求，确保气象
预警信息传播的及时有效。

此外，条例还按照国家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要求，对防雷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管
理和气象资料审查等条款作了删改，对建
设工程防雷管理职能进行了厘清，并对部
分条文进行了立法技术完善。

《重庆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

气象灾害防御需要全社会参与
本报记者 黄乔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10月
8日，山城迎来农历24节气中的寒
露。据市气象局预计，从9日夜间
到12日白天我市将迎来一次明显
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提请市民
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添衣物。

据市气象局统计数据显示，10
月6日以来，我市雨水逐渐停歇，阳
光重新照进山城，大部地区气温达
到18-32℃。

10月8日10时22分，我市迎
来了寒露。寒露是农历24节气中
的第17个节气，是从凉爽到寒冷的
过渡。8日白天到夜间，各地多云
间阴天，局地有阵雨。大部地区气
温 18-31℃，城口及东南部 15-
28℃。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寒露
过后，我市将迎来又一轮降温降雨

天气。主要降雨时段将集中在10
日白天到夜间及11日夜间到12日
白天，东北部偏北地区 40-60 毫
米，局部80毫米，中部、东南部及东
北部偏南地区20-40毫米，局部60
毫米，其余地区10-20毫米；各地
日平均气温下降6-9℃，12日大部
地区最低气温14-16℃，城口及渝
东南11-13℃。冷空气影响时伴有
阵性大风、局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

谚云：“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
露。”专家提醒，寒露节气一过，市民
更应注重足部保暖，穿保暖性能好
的鞋袜，睡前还可用热水泡脚。

另悉，此次过程中我市东北部
地区仍有较强降雨，相关方面应注
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
河流洪水、山洪及山体滑坡等灾害。

今起冷空气来袭

重庆各地将迎降温降雨

“ 富 民 兴 渝 贡 献 奖 ” 获 得 者

10 月 7 日，石柱中益
乡建峰村双坝组村民正在
收割稻谷。今年秋收前
夕，中益乡针对农村外出
务工人员增多导致劳动力
不足的问题，动员农户自
愿结合组成秋收小集体，
互帮互助，收割水稻。

特约摄影 谭华祥

互助
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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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光娟在学校录播室里录制节目。 记者 罗静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