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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梦想课堂

12月8日

12月8日15:00-17:00

12月9日上午9:30

12月10日15:00

12月11日

12月13日

12月13日10:00-12:00

12月14日

12月15日

12月15日9:00-11:00

12月15日9:30-10：30

12月15日14:30

12月15日14:30-15:30

12月15日14:30-15:30

12月15日14:00-14:30

12月15日 9:00-11:00

12月16日9:00-12:00

12月19日

12月19日

12月20日

12月20日

12月20日9:30-11:00

12月20日14:00-16:00

12月21日14:30-16:00

12月22日14:30

12月23日9:30

12月24日15:00

12月25日9:30-10:30

12月25日9:00-10:00

12月30日10:00-10:30

梦想沙龙

12月9日15：00

12月23日15：00

内容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原原本本学报告

法制课堂：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共建法制中国

法制课堂：十九大精神与妇女儿童维权

时事课堂：“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进院坝

党员干部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党课

时事课堂：“一兴四美·七彩大地”——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六进宣讲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时事课堂：“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活动

时事课堂：深刻学习领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

时事课堂：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互动课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谈谈我周边的变化

环保课堂：共建美丽中国——空气污染，我们该怎么办

时事课堂：“榜样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励志课堂：十九大精神暨先进典型事迹宣传

时事课堂：“新时代、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基层

时事课堂：十九大知识讲座

互动课堂：我来讲讲十九大

时事课堂：“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到黔江大地上”主题讲
座

环保课堂：美丽中国·洁净家园行动

互动课堂：谈谈党的十九大以来身边的新气象，以及对未来的
期望

时事课堂：学习党的十九大中的民生问题

互动课堂：青年共话十九大

时事课堂：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

励志课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座

时事课堂：畅谈十九大精神之民生好政策

励志课堂：“重庆好人”冉春兰事迹分享交流会

时事课堂：“新时代”知识讲座

【逐梦分享】我的志愿者之行

【筑梦沙龙】梦想读书会

主办单位及电话

綦江区古南街道办事处
电话18983872275
大足区回龙镇
电话13996333693
北碚区妇联心理咨询室
电话13883686186
梁平区屏锦镇新桥社区
电话53517777
云阳县云安镇人民政府
电话55716563
忠县县农委
电话54453602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沿溪镇
电话85009328
武隆县赵家乡政府
电话77760300
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王家沱社区
电话62504750
铜梁区委宣传部、铜梁区太平镇政府
电话45695998
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
电话68696621
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
电话68660871
沙坪坝区新桥街道高滩岩社区
电话18696693211
南岸区响水路社区
电话62603878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县西沱镇
电话85009328
巴南区木洞镇
电话15683214028
大足区回龙镇幸福村
电话13983788016
云阳县泥溪镇人民政府
电话18223990798
巫溪县县委宣传部
电话51333399
忠县白公街道
电话54453602
黔江区委宣传部
黔江区冯家街道党工委
电话79422023
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
电话88116936
渝北区黄山社区居委会
电话15730110849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林社区
电话68163276
共青团北碚区委
电话13658361115
彭水县委宣传部、彭水县图书馆
电话78442170
梁平区碧山镇政府
电话53630121
沙坪坝区远祖桥社区
电话65135796
石柱县委宣传部、石柱县王场镇
电话85009328
巴南区圣灯山镇
电话18996483668

博来居书吧
电话62619061
http://weibo.com/207728444

地 点

綦江区古南街道百步梯社区会议室

大足区回龙镇大会议室

北碚区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梁平区屏锦镇新桥社区
服务中心门口院坝

云阳县云安镇老云安居委会

忠县双桂镇九龙村

石柱沿溪镇清溪村

武隆县赵家乡政府政府会议室

南岸区弹子石街道王家沱社区
多功能会议室

铜梁区太平镇万寿村会议室

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
冶金村三楼会议室
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
建筑村社区会议室

沙区福利院科普教学室

南岸区响水路社区
三楼梦想课堂

石柱县西沱镇沿江社区

巴南区木洞镇桃花岛会议室

大足区回龙镇幸福村办公室

云阳县泥溪镇桐林社区

巫溪县柏杨街道丰益社区会议室

忠县白公街道白公路社区会议室

黔江区冯家街道办事处会议室

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
白鹤社区树语城小区

渝北区黄山社区居委会会议室

大渡口区八桥镇双林社区会议室

北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彭水县图书馆梦想课堂

梁平区碧山镇街道社区会议室

沙坪坝区远祖桥社区三楼会议室

石柱县王场镇太和社区会议室

巴南区圣灯山镇跳石社区一楼会议室

博来居·星光店
（协信星光时代广场2F-008)
博来居·星光店
（协信星光时代广场2F-008)

重庆市再生医学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我校和贵公司于2013年11月18日签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转化研究中心项目”合作协议，该

协议并未实际履行。2016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

全面停止对外有偿服务活动，对于当前正在履行的对外有偿服务合同应予以解除。我校多次联系

贵公司未果，于2017年11月19日向贵公司发出《关于解除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转化研究中心项目合

作协议的函》，但因贵公司工商注册地址已不存在，函件被退回，故我校通过此公告通知贵公司解除

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
2017年12月1日

关于解除干细胞与再生医学转化研究中心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

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的半岛逸景公

租房项目，现有约2万平方米商业用房（1组团

1-7号楼，含3层裙楼及1栋塔楼，均为清水房）

以及配套的90个地下停车位，正在进行公开招

标，定向招租医院或医养类业态，招标公告在《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网址：http://www.china-

bidding.com.cn）和重庆公共租赁住房信息网

（网址：http://www.cqgzfglj.gov.cn)上发布。

有意者请关注以上网站或拨打电话详细咨询。

咨询人：杨老师

咨询电话：63672586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半岛逸景公租房项目约2万平方米商业正在公开招商

本报讯 （记者 夏婧）12月6日，
作为“川渝话剧双城记”的重点剧目，话
剧《范长江》在国泰艺术中心上演。杰出
的新闻记者范长江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通过话剧展现在人们面前，一个追求真
理、敢于担当的新闻人形象深深震撼了
现场观众。

《范长江》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打
造，其创作内容均源自范长江生平所写
新闻报道、谈话记录、回忆文章及范长江
传记等。全剧以范长江对共产主义事业
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为主线，讲述了范
长江从青少年时代投身救国救亡运动、
参加南昌起义、采访西安事变、加入中国
共产党、奔赴抗日前线等重要内容。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为塑造
范长江的生动形象，导演大胆地把整个
舞台变为一个多媒体平台——舞台背景
由一个巨大的LED屏构成，屏幕内容根
据剧情不断变化，时而是无数叠加在一
起的旧报纸，时而是硝烟滚滚的战场。
更精彩的是，舞台上常常出现一老一少

两个范长江，在老年范长江回忆自己年
少经历时，青年范长江则在舞台一侧表
演回忆中的相关片段；有时，青年范长江
会穿越时空与老年范长江进行对话，就

“真实性”等话题进行探讨。随着两人的
一问一答，观众也看到了这位新闻人的
信念与思考。

“如许许多多立志救国救民的仁人
志士一样，范长江史诗般的人生，其高潮
是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伴相随的。
这样一个事实说明了我们今天的道路不
是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话剧《范长江》编剧黄维若说，范长江用
生命捍卫了信仰的尊严，话剧《范长江》
正是向这位新闻人的致敬。

“以前只是听说范长江的名字，对
他的生平并不了解。”家住渝中区的市
民王佳芳在看完《范长江》后十分激动，

“范长江不怕苦不怕死，深入到最危险
最艰苦的第一线作最深入最真实的报
道，这些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品质让人特
别感动。”

展现一个追求真理、敢于担当的新闻人形象

话剧《范长江》在渝上演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通讯
员 吴映璇）创业一年，年收入近500
万元，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天方夜
谭？12月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西南
大学获悉，该校荣昌校区市场营销专
业的大三学生李朝阳，去年10月创办
了重庆潮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运
用新媒体为淘宝等店铺做营销推广、
品牌策划等。仅一年时间，公司就收
入490多万元，毛利润率75%。

李朝阳是重庆丰都人。他对写作
很感兴趣。一次他在一家网络平台找
到一份兼职，为一些产品写文章、做视
频推广。“每个月我可以有5000元的
收入。”李朝阳说，“当时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钱？自己能不能
也创办一个这样的平台？”

说干就干，去年10月，李朝阳与
几位同学一起凑钱创办了重庆潮尚互
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起初，团队以个体达人的身份做

内容推广。在成立的第3个月，好不
容易迎来了第一笔大生意——为合作
方的美妆、潮饰等提供内容输出，服务
费用为10万元。

“团队天天熬夜查资料，分析产品
特点，找时尚热点，进行内容制作。”李
朝阳说，2个多月后，这个项目完成
了，良好的表现让他们和商家建立了
长期合作关系，并和淘宝网签约，成为
淘宝网MCN平台上可为很多店铺服
务的合作公司。

“合作的模式为——公司为店铺
提供的内容服务做推广，店铺的商品
如果因为我们的推广而售出，我们可
以得到佣金分成。”李朝阳介绍。

随着公司的发展，仅有三四个人肯
定支撑不了日益庞大的内容输出。为
此，李朝阳组建了线上编辑培训群，对
上万名大学生陆续进行了捕捉热点、图
文产出能力的培训。最后经过淘汰挑
选，稳定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

随着公司队伍的成熟，其推出的
产品也越来越有效。今年3月，团队
推出一篇《你不知道的淘宝网红店
铺》，从女大学生的视角，排选了10家
性价比很高的服饰店铺。“这篇文章的
阅读量有500多万。这10家店铺，也
因为这篇推文销售收入增加六七百万
元。”

“我们还签约了很多达人，这些达
人可运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直播
的方式，帮助推广商品或引来更多的
电商项目。”李朝阳介绍，今年“双11”
期间，公司为一些商家提供的内容点
击量都破百万，销售数十万单，为公司
带来上百万盈利。

如今，李朝阳带领的团队不少为
在读大学生，月薪5000元左右。而李
朝阳不管多忙，每天也至少抽出一小
时来读金融、管理相关专业书籍。“我
的创业理想就是希望给更多大学生提
供更大的舞台。”

西南大学学生用新媒体创业 年收入近500万元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机器人

能不能有继承权、选举权？随着人工智
能和网络时代的发展，这些新的法律问
题诞生了。12月6日，重庆市首个人工
智能法学院在西南政法大学挂牌成立，
该学院将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问
题以及相关技术问题进行研究。

“201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名
大二学生设计了世界上首个机器人
律师，已胜诉人类16万余次！今年7
月，这位机器人律师已在美国50个州
正式上岗。”挂牌仪式上，西南政法大
学校长付子堂讲到，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来临，人工智能将对包括法律行业
在内的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那么，机器人能不能有公民权、
婚姻权、继承权甚至选举权？付子堂

介绍，就在今年10月，沙特阿拉伯宣
布赋予一位名叫“苏菲亚”的机器人
公民权，“她”也成为全球第一位获得
公民权的机器人。还有，随着智能交
通的发展，机器人需不需要负法律责
任？这些新的法律问题，都是随着人
工智能和网络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
有关法律、伦理问题。

因此，此次西南政法大学依托该
校应用法学院，联手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元贞实业有限公司、成
都恒图科技有限公司揭牌成立人工
智能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律研究院、
讯飞语音语言联合实验室和3D视觉
识别联合实验室，以对新的法律问
题、人才培养模式、人工智能时代新
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

西南政法大学成立
重庆市首个人工智能法学院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12月6日，
重庆第九批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和第
三批中小学学科名师名单公布。

据了解，全市共有中小学教师近
26万人，此次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和
中小学学科名师的评选经过了资格
审查、教学测评、综合评审和网上公
示等程序，其中，重庆市人民小学语
文教师何霞等1007位老师入选第九

批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重庆南开中
学黄亿君等210人入选第三批中小学
学科名师。

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名师公布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2月 6
日，1岁半的潇潇（化名）来到重医附
属儿童医院进行复查，结果发现其肝
母细胞瘤已消失干净，无复发痕迹，
而让潇潇康复的就是自体肝移植手
术。据悉，这也是该院肝胆外科完成
的国内首例儿童自体肝移植手术。

今年年初，潇潇因上腹部巨大包
块来到儿童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肝母
细胞瘤，且肿瘤已侵犯肝脏重要结构
并累及心脏。

“化疗没用，但用常规的手术方式
又无法完整切除肿瘤。”该院肝胆外科
主任张明满教授想到了自体肝移植。

自体肝移植是指应用肝移植技术，
在肝脏处于全离体或半离体的情况下，
使用器官保存液灌注并置于4℃环境低
温保存，在无血流状态下完整切除肝脏
内病灶，并将残余碎片状的肝脏经修整

后重新植入体内的手术方式。
世界上首例自体肝移植手术是

1988年由德国汉诺威器官移植中心完
成。由于自体肝移植技术难度大、复
杂程度高、手术风险高，虽然提出已近
30年，全世界完成例数尚不足200例，
几乎均为成人患者，目前已报道过的
年龄最小的自体肝移植患者是15岁，
婴幼儿自体肝移植尚无报道。

经过术前准备和多学科协作，张
明满为潇潇实施了手术，手术历时11
个多小时，术后患儿恢复良好。

张明满说，自体肝移植能根治性
切除常规手术方式无法完成的手术，
缓解目前异体肝移植供肝短缺的困
境，手术安全性较高，术后也无排斥
反应，无需使用免疫抑制剂。不过，
该技术对医生及其团队要求非常高，
国内仅少数医院能完成。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完成国内
首例婴幼儿自体肝移植手术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天气越
来越冷了，你有忘穿秋裤吗？12月7
日，将迎来今年的“大雪”节气，这意
味着天更冷了。市气象台预计，随着
持续降雨加上弱冷空气来袭，到明
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略降至
12℃。

昨日，除偏南地区阴天有零星小
雨外，其余地区都是阴天，大部地区
气温7～15℃，让不少人觉得不太冷。

不过，重庆市气象台预计，今起
三天，重庆将持续阴雨天气，预计8日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略降至12℃。

而来自重庆市气象局信息中心数据
显示，11月22日“小雪”节气以来，全
市平均气温只有10℃，相比常年同期
均值偏低1℃。

7 日 6 时 33 分，将迎来今年的
“大雪”节气，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
始。“大雪”是冬季的第三个节气，民间
有“小雪封山，大雪封河”的说法，进入

“大雪”节气，也意味着天气将越来越
冷，开始出现大幅度降温天气。专家
提示说，此时节，大家要注重日常保
健，加强锻炼，减少和避免感冒、咳嗽
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

今日迎“大雪”明天降至12℃

12月6日晚，由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打造的大型原创话剧《范长江》在重庆国
泰艺术中心剧院上演。

记者 熊明 摄

2017年梦想课堂
和梦想沙龙12月安排

扫一扫
就看到

更多精彩内容

近日，在沙坪坝区土湾街道金沙社区“儿童之家”，孩子们在开心玩耍。据
了解，目前，沙坪坝区共建有10个社区“儿童之家”。 记者 熊明 摄

头脑灵活的李朝阳运用新媒体创业，收
益可观。 （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就看到

更多精彩内容

社区有了“儿童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