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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市正在推动智慧校园建设，
今年正式编制发布了《重庆市智慧校园
建设基本指南》。那么，智慧校园究竟是
什么样？11月26日，在2017重庆智慧
教育及装备展览会上，那些基于物联网
智慧校园建设的新技术让人大开眼界。

视频监控+电子手环
家长可实时了解孩子安

全状况

孩子的安全始终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问题。在重庆出版集团源洲教育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的展位，重庆日报记者发现，
家长要实时了解孩子安全状况，已经由
理想变为了现实，只需要动一动手指就
行。

“从孩子出门，到进入校园，以及在
学校的学习就餐，再到放学，各个环节
家长都能通过手机软件一键查询观
看。”源洲教育一负责人介绍，作为智
慧校园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物联网，
由各类视频监控、定位、考勤、溯源等

系统共同组成的安全体系已经十分完
善，学生只需配备一个专用的智能手
环或智能卡片，家长下载一个专用手
机软件就行。

例如在孩子出行阶段，智慧校园会
配备物联网校车。利用专属的物联网和
大数据技术，不仅可高速、实时、稳定地
将校车视频监控信号及运行状态传输到
各级指挥中心，保障校车安全运行，还能
把学生上下车时间及校车当前位置等信
息实时推送给家长，让家长及时了解学
生状况。

进入学校后，通过物联网考勤系统，
可远距离快速读取学生身份和在校状况
信息，将学生进出校园情况、出勤情况、
学习成绩、活动通知和其他互动信息发
送给学生家长。系统还能自动识别异常
情况（如逃课等），并向相关人员发出提
示信息，学生在学校的哪个角落，只需一
个简单的定位就能找到。

另外，智慧校园还有一个物联网访
客管理系统，采用物联网身份证芯片
读取等技术，实现来访人员进出单位

的信息采集、登记、管理，以保障校园
安全。

在家长比较关心的学生餐饮卫生方
面，学校食堂的食物购买记录、购买人员
姓名等都会记录在物联网内，厨房的食
物制作过程也在视频的全程监控下进
行，让家长和学生能够放心。

3D+VR体验
智慧多功能教室让孩子学

习“身临其境”

“安全非常重要，但仅仅只是智慧校
园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该负责人介
绍，作为智慧校园建设的核心，专用于教
学的智慧多功能教室是一个集成化的数
字体验馆，其中包含有美术、国学、天文
地理、历史、书法等众多学科的资源库。
镶嵌于黑板、课桌、墙上、屋顶的多媒体
器材，以及3D、VR眼镜等，能够实现学
习方式的变革，将以前通常意义上的书
本讲解，变为立体、数字化的“亲身体
验”，更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使其在互动中完成学业。
例如一堂讲解地球的地理课，老师

通过物联网就能调取相关资源，学生们
带上3D眼镜，就能在身边看到一个立
体的地球，不管是山川、河流还是海洋、
湖泊、城市，都能细细地进行查看和了
解。

同时，利用VR技术，更能实现一种
模拟化的数字教学。例如一堂常规的消
防课，往往是由老师先示范如何使用灭
火器，再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而在VR
课堂上，利用VR虚拟技术，老师的授课
可变为一对一的教授，学生们也能像玩
游戏一样进行虚拟操作，由系统进行评
分，通过后才进行实际操作，不仅可节约
大量时间，也可增加学生的实际操作次
数，提升其熟练度。

当然，智慧校园不仅于此，还包含有
基于物联网的校长驾驶舱、教师教研备
课系统、在线作业、家校互动等众多子系
统，它们共同构筑起一个智慧校园，让老
师和学生们的学习、生活更加安全、便
捷、优质和高效。

智慧校园什么样

手指一点，孩子在哪在干啥全知道
本报记者 王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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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5 日，巫山小三峡
龙门峡中的火棘与大宁河特
大桥交相辉映。时至冬日，
长江三峡及大宁河小三峡沿
岸的火棘、黄栌、乌桕、枫叶
等都红了，到处呈现出大美的
三峡红。

通讯员 王忠虎 摄

三峡红

“我已长大成人，自立自强，感
念党恩，回报社会……”11 月 26
日，在铜梁区青少年综合实验基地，
10位青年，紧握拳头，举起右手，面
对国旗，庄严宣誓。

这是一场18岁的成年礼，不一
样的是，宣誓的青年是2014年以来
铜梁区妇联组织爱心妈妈一对一帮
扶的困境儿童。

已上高三年级的刘晓桥曾是一
位腼腆的女孩子。在成年礼上，她
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从我记事开
始，就没有妈妈的印象，一直跟着奶
奶生活。以前的我不爱说话，每每
见到生人来的时候，我就躲起来。
直到有一天，玉妈妈走进我的生活，
是她教给了我生活的技能，教给了
我做人的道理，也让我学会了坚强，
让我享受到了母爱……”回忆起三
年中的点点滴滴，晓桥有些哽咽地

发出心底的声音，“谢谢您，玉妈
妈！”

三年前，市妇联将全市“情暖童
心 相伴成长”困境儿童关爱项目的
试点放在铜梁，铜梁区妇联探索以

“爱心妈妈”的形式帮扶困境儿童。
晓桥所在村妇联主席陈安玉成为了
刘晓桥的爱心妈妈。从学习到生活
乃至家庭琐事，陈安玉把晓桥当成了
自己的女儿，教她自尊、自立、自强。

更加自信、开朗，是三年来这些
曾经的困境儿童身上发生的最大变
化。在深化群团改革中，铜梁区妇
联探索由当地妇联干部担任“爱心
妈妈”，与困境儿童“1+1”结对帮
扶，此外，还创新班主任老师、爱心
家庭等关爱帮扶N力量，实现家庭
监护、学校教育、社会关爱与困境儿
童帮扶工作无缝对接，让困境儿童
健康成长。

结对三年
爱心妈妈见证10名帮扶对象成年礼

本报记者 戴娟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1月
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陆军军医大
学西南医院获悉，其牵头成立了重
庆市急诊医学联盟，首批34家医院
自愿申请加入。

重庆市急诊医学联盟发起人之
一、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急诊科
主任刘明华说，联盟成立之后，西南
医院急诊科将利用视频连线技术对
急危重症病例定期进行讨论，并组
织严重创伤患者进行院前急救模拟

训练等，整体上提升各级医院急诊
科的救治水平和质量。

据介绍，我国每年有54万人猝
死，救命黄金时间只有4-6分钟，每
推迟1分钟抢救，患者的死亡率就上
升3%。而大部分人遇到意外时往往
依赖于急救车和急救专业人员，普遍
缺乏急救知识。重庆急诊医学联盟
成立后，将和联盟单位一起不定期组
织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
进基层的急救知识培训活动。

重庆急诊医学联盟成立
首批34家医院加入

环境嬗变 收获众多好评

10月20日，丰都召开全县河长制工作推
进会。丰都县委书记徐世国在会上强调，要牢
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河流和水库治理
好、管理好、保护好，为推动丰都“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9天前，长江委代表水利部督查重庆“河
长制”工作，丰都和涪陵、合川代表重庆接受督

查。督查组给予了丰都“机构齐全、推进迅速、
亮点突出”的高度评价。

好评不仅自“上”。在渠溪河青龙乡河段
两岸，长期存在的砂石料堆和垃圾不见了，水
清河畅的原生态美景清晰呈现。

同样，得益于“河长制”的推进，丰都龙河
湿地公园长期裸露的土壤近期得到了有效治
理，湿地生态景观得到了恢复提升，园内野生
动植物种群数量和种类有了增长趋势。

“现在实行了‘河长制’，河道和水域有人
管、有人治，近段时间变化很明显！”平日经常

在渠溪河和龙河河畔休闲健身的群众纷纷“点
赞”。

正如群众所言，不仅是渠溪河和龙河，在
丰都的众多河库，“河长”们尽职履责，各相关
部门街镇乡咬定目标齐抓共管，水域污染隐患
及时被发现并得到整治，一些被破坏的生态循
环体系逐渐得到修复……

“河长”治河 实现全域覆盖

前期“河长制”工作的推进，无疑为丰都
“河长制”如今收获好评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丰都县、乡、村三级河长全部就位，
河长办组建到位，河长制管理体系实现全覆
盖。全县建立了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
责任体系，明确了各级河长基本职能职责，形
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编制了县乡工作方案，制定了“河长制”督查、
考核、验收等配套制度，为高效推进“河长制”
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不同的水域需要有针对性的修复、保护措
施。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丰都加快编制“一河
一策”方案。目前，碧溪河方案已经印发实施，长

江、龙河、渠溪河等10条流域性河流方案正在拟
定。水资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
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监管“六项任
务”全面分解细化，推行目标管理，倒逼工作落
实。24条河流、4座水库的划界确权工作已完成
80%，64个污水处理项目正在加速推进。

同时，各级河长扎实开展江河巡查、问题
发现、任务交办、跟踪反馈等工作，上下联动作
用充分发挥。相关部门通力配合，积极开展规
划编制、问题排查、联合执法等工作，互动效应
日益凸显。推行PPP治水、民间河长等模式，
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良好
格局。

创新思路 特色亮点初显

值得一提的是，在“河长制”工作的推进
中，丰都充分融合“创新”的发展理念，特色亮
点初显。

丰都在全国首创由县人大、县政协领导担
任“督导长”机制——由人大、政协负责人对县
级11条重要河流（含流域水库）河长实行同级
监督指导，街镇乡将人大代表纳入河库长名

单，协调办理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参政、议政作
用。

工作考核上，实行“442”考核办法，即督
导长考核权重占40%，上级考核权重占40%，
河长办考核权重占20%，从考核层面体现“督
导长”作用，促进各河长“守河负责、守河尽
责”。

同时，丰都还在全市率先推出“丰都河长”
微信公众号，实现“河长制”工作宣传、监督、反
馈一体化。该微信公众号设置了信息平台、河
库管理、建议投诉等栏目，市民可通过该平台，
了解河长制的最新信息，以及进行信息交互、
建议、投诉。丰都县河长办将对市民反映的问
题和意见进行收集整理、督查和反馈。

除了微信公众号，丰都还被纳入全市“河
长制”信息化试点县。水利部定点扶贫成员单
位中国水科院拟投入100万元，帮助丰都建立

“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目前，已选定弹子台
水库、包鸾河进行试点。目前，弹子台水库在
线水质监测站基本建成，监测设备安装完毕，
可用已成视频监控以及新建3个红外高清视
频监控机位开展水面监视。

管治水体 全力做好“五个三”

“‘河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
决不能只戴‘帽子’，不撸‘袖子’。各街镇乡和
相关部门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河长制’
落实，让丰都的河更畅、水更清、坡更绿、岸更
美。”徐世国表示。

下一步，丰都将紧扣“一河一长”、“一河一
策”、“一河一档”“三个关键”，突出“重点项目、
问题整改、特色打造”“三大重点”，夯实“清单
明责、层层压责、履职尽责”“三项责任”，做好

“强化资金投入、形成工作合力、引导公众参
与”“三重保障”，严格“督查、通报、考核”“三项
机制”，切实把河流和水库治理好、管理好、保
护好。

河畅 水清 岸绿 景美

加速推进“河长制”落地生根

全面推行“河长制”，对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环
境保护的总体要求和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意义重大。

丰都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心，紧
邻长江黄金水道。辖区水系发达，
河流众多，流域面积在50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流就有 24 条。对丰都而
言，“河长制”的全面推行具有更为
重要的现实价值。

今年以来，丰都紧紧围绕水资
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
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
法监管6项任务，加速推进“河长制”
落地生根。河畅、水清、岸绿、景美
的景象，在丰都大地不断呈现。

丰都县包鸾河堤

丰都县龙河风光。龙河谷现已纳入水利部公布的17批54处国家水利风景区名单中

赵童 谭靖 刘茂娇
图片由丰都县水务局提供

丰都居民在长江畔享受自然美景

垃圾载满清漂船，水面变得更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