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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12月3日，记者从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从2017年12月4日至
2018年2月12日，总队将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驾
驶员驾车时接打、玩耍手机现象开展为期70天的专
项整治行动。

接打玩手机，分心驾驶危害大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介绍，驾驶员开车时使用
手机，多数情况下只能一只手控制方向盘，另一只
手操控拨打或接听手机，一旦有突发情况，一只手
把握方向根本无法应对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部门综合近期交通
事故成因分析及堵塞成因调查研究发现，开车时接
打、玩耍手机致使道路通行能力大幅下降，极易引
发追尾、擦挂等交通事故。不少驾驶员自持驾驶技
术高，认为开车时通过手机听导航不会影响驾驶，
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市民在行驶过程中边开车边
看导航，快要接近分道口时还要多次在手机屏幕上
确认出口位置。遇到这样的情况，驾驶人的视野在
手机和周边情况相互交织的过程中，会形成“视野

狭窄”“视野缺损”的情况，即使路面情况通过视觉
传送到大脑，但重要信息并未被大脑关注，就会出
现看到后方有车辆靠近，但以为相对距离较远，仍
然强行变道等情况。还有不少市民也意识到了开
车使用手机会分散注意力造成安全隐患，为了保障
自身的安全，他们便会刻意降低车速，这样的结果
往往是影响了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遇到堵塞的情
况，驾驶人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甚至喜欢拿出手
机刷刷微信微博、打打游戏，当他回过神看车道的
时候，又会造成猛加油、猛刹车、突然起步等情况。

据交巡警对近期3个月的交通事故资料和100
余名交通事故当事人驾驶习惯进行分析后发现，
27%在车辆堵塞、缓行状态下发生的交通事故，都
是由于驾驶人开车接打手机、玩耍手机、看导航等
引起的。

开车接打、玩耍手机车主可能
随时被叫停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以往
的执法中，交巡警一般采用现场固定执法的方式对

该类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无法准确定性。然而现在
不一样了，本次专项整治行动采取强化科技应用与
摩托车移动执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查处。一是升
级卡口抓拍的监测功能，增加开车接打手机、玩耍
手机的视频抓拍项目，只要驾驶人有接打、玩耍手
机的动作，均会被电子眼清晰记录。同时，后台配
套二次识别系统，开展后台筛选，实现自动分析、抓
拍、发送提示信息等内容。对暂不能实现自动抓拍
的视频监控设备，每天也会在车流量大的高峰期间
开展高频次人工抓拍。二是全城所有摩托车巡逻
排查，对巡逻过程中发现的有接打手机、玩耍手机
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秩序的情况，会立即对涉及车辆
进行临检，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全
市各区（县）城市主次干道、商圈环道、学校医院周
边、易堵路段和灯控路口作为重点整治区域。驾车
时接打手机和玩耍手机两种交通违法行为将处以
罚款200元、记2分的处罚。同时，各级交巡警部门
还将建立交通违法曝光平台，并利用辖区电视广
播、报刊、网络、LED屏等高频次开展违法曝光，形
成强大警示震慑氛围。

近日，南山植物园，
色彩斑斓 的 枫 叶 十 分
美丽。近来，南山植物
园 枫 叶 开 始 变 色 ，黄
的、红的、绿的交相辉
映，形成了漂亮的彩叶
景观，吸引了不少市民
前往观赏。
记者 谢智强 摄

枫叶斑斓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当日，

“与爱同行·共享阳光”国际残疾人
日宣传活动来到大渡口锦城社区。
现场特别增设了体验区，让市民戴
上眼罩体验盲人行走的困难，通过
模拟残疾人日常生活，增进对残疾

人的理解和尊重。
活动中，社工带领市民参与

“黑暗路程”小游戏，在一段路程
中设置障碍物，戴着眼罩体验的
参与者们都小心翼翼。“没有想到
会这么难走，一路都是磕磕碰碰
过去的，如果不是亲身体验，真的
没法真切感受盲人生活的不易。”
参加完游戏的向婆婆说，今后不
仅会自觉帮助残疾人，还要动员
身边的人自觉维护盲道等无障碍
设施。

国际残疾人日 市民体验盲人行走

初冬时节，田间地头开始萧瑟
落寞起来，但走进重庆南川区大观
镇金龙村，却是让人眼前一亮。一
栋栋整齐的房屋外，造型别致的花
园里还开着茶花。

“你们村里什么改变最大？”记者
和村民们坐在农家小院中拉起家常。

“当然是厕所了！走，我领你看
看。”村民朱现华边说边把记者往家
里领。打开一道磨砂的玻璃门，就
是铺着白瓷砖的厕所，水箱、蹲便
器、废纸篓、洗手台一应俱全。“以前
我们的厕所只能叫茅坑，就是用两
块板子搭在猪圈里的，又脏又臭。”
朱现华说。

“厕所条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
村民的身体健康。”大观镇党委副书
记王华说，当地采取政府投入一点、
村民自筹一点的方式，对各家各户
的厕所进行改造。

“当时推广厕所改造的难度可
不小。”王华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
当家。一些村民认为，如果修建水
冲厕所，就没法积肥了，“这样还不
如旱厕呢”。

为了解开村民们心里的疙瘩，
南川在实施农村厕所改造时，大力
推广建设三格式化粪池。这种化粪
池通过厌氧发酵分解分层实现粪便
无害化处理，储存下来的粪肥就是
天然的有机肥料。

在金龙村朱家院子的入口处，
村民朱明学正在菜地里施肥，绿油
油的莴苣长势喜人。“我种的菜可是
纯天然的，唯一用的肥料就是自家
的粪肥。”朱明学笑呵呵地告诉记
者，“现在上厕所更安逸了，种的有
机蔬菜也能卖上个好价钱，这改厕
还真是改对了！”

在王华看来，“改厕”改的不仅
是群众的如厕条件，更是改变大家
的卫生习惯，让农村的人居环境好
起来。为此，当地启动了人居环境
改造行动，试点农村垃圾分类回
收。为了改变村民们垃圾随便扔的
习惯，当地借鉴超市营销的方式，鼓
励村民回收垃圾获得积分，凭积分
兑换领取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
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也有了责任
人，村里定期检查，评比“清洁户”。

环境好了，风景靓了，大观镇的
几个村纷纷搞起了乡村旅游。如今
大观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强
镇，仅今年前十个月就实现乡村旅
游收入9.5亿元。

“改厕不仅改出了干净卫生的
新生活，还改出了生态环保的发展
新路子。”南川区委书记李明清说，
在大观镇试点的基础上，南川已经
将农村“改厕”纳入民生实事，正在
全区村社推广。

（新华社重庆12月1日电）

重庆南川：“改厕”改出新生活
柯高阳 聂灵灵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2月3
日，由澳大利亚重庆商会等组织和企
业共同发起的第六届“小火柴”公益支
教活动，在重庆启动。24名在澳大利
亚留学的中国志愿者，即日起将赶赴
綦江区的几所山区小学，在那里进行
为期两周的支教，为山里娃讲述外面
的世界，带去新鲜的知识。

据了解，“小火柴”公益支教活动
是由澳大利亚重庆商会、中澳国际服
务有限公司、重庆逐梦人出国咨询有

限公司等共同搭建的公益支教项
目。活动于2012年 5月正式启动，
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上百名留学生
志愿者分别前往重庆、陕西等地的山
区小学支教，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
认可。

“活动旨在通过在海内外招募支
教志愿者，为山里的孩子带去新知识、
开拓视野，同时为留学生们提供一个
了解社会的机会。”活动发起人、律师
伍明秋介绍，自己是渝中区人，如今已

定居澳洲，自己和在澳洲的华人都希
望回报家乡，让山区的孩子也能获得
良好的教育。

据悉，今年是第六届“小火柴”公
益支教活动，主办方经过一个多月的
招募，最终挑选出24名正在澳大利亚
留学的中国大学生进行支教。这些来
自陕西、浙江、江苏、重庆等省（市）的
志愿者们，将分别前往綦江区的打通
第一小学、纂塘小学、东溪镇永乐小学
等学校，给孩子们教授音乐、舞蹈、趣
味英语、科技、手工艺术、电影欣赏等
课程。

“支教活动有两周。我希望帮助
孩子们打开他们的视野。”来自悉尼大
学的钱思宇是重庆沙坪坝人，学商科
的她将在纂塘小学支教。她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自己将为孩子们讲述澳大
利亚的历史、文化等知识，让山区的孩
子了解外面的世界。

来自悉尼大学的志愿者孙浩淳表
示，自己不仅想教给孩子们知识，还会
通过一些网络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
中国西部的教育状况，并帮助解决山
区教育的一些问题。

第六届“小火柴”公益支教活动在渝启动
24名澳大利亚留学生志愿者将赴綦江支教两周

本报讯 12月3日，来自重庆的一对
新人，在巫山博物馆参加了“2017第十一
届巫山国际红叶节 红叶传情 山盟海誓
情定巫山”的“山盟”仪式。参加此次仪式
的新人面向神女峰方向，许下了彼此永结
同心的誓言，以此表达他们对传统爱情观
的追求。

本次活动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共青
团重庆市委员会、巫山国际红叶节组委会、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主办，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户外传媒有限公司承
办。

据了解，此次山盟仪式采取巫山传统
婚俗的主题情景演绎形式。在现场，巫山
博物馆和神女大道挂上大红灯笼、红绸彩
带、大红礼花，铺好红色的地毯。新娘在
娘家焦急地等待着爱人前来迎娶，新郎凭
着勇敢和智慧，通过了婚礼总管和伴娘的
重重考验，见到了自己的新娘。新娘跪拜
了双亲，坐上花轿哭着离开了家。随后，
在亲友的祝福下，新人乘坐爱情之舟来到
青石，沿着江边的道路，穿过彩门，到达青
石江边拜台朝拜神女，向神女峰祈福，完
成山盟仪式。

除了营造浪漫气氛外，此次山盟仪
式还有深层次的含义。活动主办方负责
人表示，现在闪电恋爱、闪电结婚，甚至
是闪电离婚在年轻人中悄然蔓延，快餐
式的爱情观念正冲击着“执子之手，与子
偕老”的传统爱情观，而山盟仪式的进
行，就是要引起年轻一代对爱情、婚姻观
念问题的重新思考。

据了解，“红叶传情 山盟海誓”爱
情主题活动于2016年诞生，已成为恋城
巫山的品牌活动之一。去年，第十届巫
山国际红叶节与三亚天涯海角景区联
合，分别在巫山举行山盟仪式，在三亚
天涯海角举行海誓仪式，共同打造“山
盟海誓”，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今
年将继续深耕，共同打造中国最强爱情
景区联盟。

（本报记者）

红叶传情 永结同心

一对新人巫山
举行“山盟”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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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月3
日上午，作为2017年中国棋文化（重
庆·两江）峰会暨世界华人围棋文化节
的组成部分，围棋大师多面打指导棋
比赛在两江国际影视城举行，“棋圣”
之称的聂卫平、国家围棋队队长邵炜
刚等围棋名家来到现场，与我市围棋
爱好者进行了对弈。

据了解，所谓围棋大师多面打指
导棋比赛就是俗称的“车轮战”。当天
上午，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指导棋比赛
现场时，发现比赛已经拉开帷幕，邵炜
刚1人对战6人，已经65岁的聂卫平
对战2人。

“聂爷爷的棋风太老道了，我要回
去好好学习。”对局结束后，来自高滩
岩小学的7岁小朋友吴帝贤激动地
说。已经学习3年围棋的他经常看聂
卫平、古力等围棋名家下棋的视频，但
与名家面对面下棋还是第一次。

“参加推广普及棋文化是作为职
业棋手的职责。”聂卫平表示，在国家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
下，棋文化峰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助
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举措，也

为围棋名家和普通爱好者交流提供了
很好的平台，从而让更多人体会到围
棋运动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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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少年过招围棋大师
围棋大师多面打指导棋比赛举行

12月3日，2017长江三峡（巫山）国际越野赛在巫山举行。来自法国、
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等国和国内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
台地区的近1000名越野跑运动员及爱好者云集于此，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记者 黄琪奥 通讯员 王忠虎 摄影报道

2017长江三峡（巫山）国际越野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民医院获
悉，该院心脏中心完成了全市首例
二叶型主动脉瓣狭窄经导管置换
术，让82岁高龄的钟奶奶不开胸就
能换心脏主动脉瓣。

两年前，钟奶奶被诊断为“主动
脉瓣重度狭窄”，此后症状迅速加
重，甚至出现心力衰竭，几乎不能平
地行走。

“心脏主动脉瓣狭窄疾病早期
可能没有症状，但一旦出现症状，患
者情况将急转直下，2年内死亡率
超过50%，并且这种疾病在临床上
往往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唯一的
办法就是进行手术换瓣治疗。”据该
院心脏中心主任陈灏介绍，因钟奶
奶年龄大、体质弱，若采取常规开胸
外科手术治疗会有很大风险。

经讨论，医院决定不开胸，为老
人实施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以
下简称TAVR），以减少患者的手术
风险。

但这名患者病情很特殊，正常

人的主动脉瓣膜是由三个瓣叶瓣窦
组成，但钟奶奶只有两个瓣叶瓣窦，
即使有TAVR这种新技术，瓣膜植
入也难以稳定释放，这在很多医院
被视为手术禁忌，“加上其主动脉形
态和一般人不同，让瓣膜植入、释放
更难。”陈灏说。

为此，他们开展了两次专题讨
论，针对术前病情控制，影像学、超
声等指标检查，对手术操作细节及
术后监护等都作出了精细的规划。

12月2日，陈灏及其团队经股
动脉穿刺，采用一些特别的技巧，成
功将一枚人工心脏瓣膜置入患者体
内，代替病变瓣膜开始工作。手术
持续了1个多小时，仅在患者腹股
沟留有一个0.5厘米左右的创口。

“心脏瓣膜病一般是由于老年
退行性病变、风湿等原因引起。”陈
灏说，相比4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开
胸瓣膜手术，TAVR手术可以缩短
到1小时，患者在接受手术后3至5
天即可康复出院，而传统手术则需
要8天左右。

不开胸 82岁老人成功置换“心尖尖”
我市完成首例二叶型主动脉瓣狭窄经导管置换术

这两种交通
违法行为将罚款
200元、记2分

本报讯 （记者 夏婧）12月
22日至24日，“两江置业2017国
际INK音乐节”将在两江影视城民
国街举办，GAI、痛仰乐队、衣湿乐
队等国内知名歌手与乐队将为重庆
乐迷带来一场音乐盛宴。

据了解，由泽胜文旅集团有限公
司和墨迹娱乐集团共同主办的此次音
乐节，不仅邀请到了《中国有嘻哈》的
冠军GAI，还邀请到痛仰乐队、指南针
乐队、马赛克乐队、衣湿乐队等15支

知名乐队。此外，“两江置业2017国
际 INK音乐节”还拥有强大DJ阵
容。Falcon、MICKEY ZHANG、
MIIIA、DIO等20多位国际国内一
流知名DJ将悉数到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音乐节上，
观众还将看到斥资3000万元打造
的五个大舞台，舞台分为民谣、摇
滚、爵士等不同类型。与此同时，现
场还有艺人巡游、创意集市、世界美
食等多种耍事。

两江影视城将举办国际音乐节

开车别接打、玩耍手机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今起开展为期70天

专项整治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