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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为期40天的
春运工作于3月12日拉下帷幕，3月13日，
市交委发布消息称：春运期间，全市各种交
通方式共计发送旅客5026万人次，较上年
增长1.76%。

从出行交通工具来看，坐高铁成为新
时尚。目前我市已建成投用“两主两辅”
客运枢纽，两个主要客运站为：重庆北站、
重庆西站；两个辅助客运站为：重庆站、沙

坪坝站。今年，重庆西站和沙坪坝站投
运，铁路旅客运输较上年大幅上升，共发
送953万人次，较上年增长14%；旅客发
送量占全市旅客发送量的18.9%。其中，
重庆北站发送旅客最多，达450.7万人次，
约占铁路发送旅客量的一半。重庆西站、
沙坪坝站和重庆站分别发送旅客143.6万
人次、28.2万人次和30.7万人次。

随着渝贵铁路开通，由重庆去往贵

阳、昆明、广州、深圳方向的客流有了大幅
增长。其中去往贵阳达18.8万人次，同比
增幅为164.8%。去往广州和昆明人数分
别增长八成和三成多。

随着渝广、南道、万利和九永等4条
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以及全市行政村客车
通达率的不断提升，市内中短途客流和农
村客流明显增加。高速公路受节日免费
通行政策影响，春运期间车流量达3675.4

万辆次，较上年增加17.36%。
此外，今年我市水路运输发送旅客量

明显增长，达 133 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7.85%，这也与更多的人选择游轮出游相
关。

在铁路、民航和私家车分流下，道路
旅客数量呈下降趋势。春运期间，我市道
路运输发送旅客3691万人次，较去年下
降1.57%。

重庆2018年春运发送旅客
自驾出行和坐火车出行人次增幅明显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3月13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获悉，
春运期间，我市轨道交通各线路客流逐渐
攀升。其中3月2日，轨道交通线网单日
客运总量超277.8万乘次，创下历史新高。

2016年12月30日，我市轨道交通运
送客流261.9万乘次，创新高。此次客流
实现新突破，单日线网客流总量较上次增
加15.9万乘次，增幅6.1%。

为应对轨道交通线网客流攀升，轨道
集团积极应对，安排应急运力待命，采取各
项措施提高轨道交通运营服务质量，方便
乘客出行。

轨道交通线网单日
客流创新高

单日客运总量
超277.8万乘次

本报讯 （记者 曾立）3月13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机场集团获悉，春运
40天，重庆机场共安全保障进出港航班
3.34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487万人
次，日均迎送旅客12.2万人次。作为T3
航站楼投入运营以来的首次春运，重庆机
场运行安全平稳有序。

据统计，2月20日至2月25日，重庆
机场连续六天旅客运输量突破13万人
次，其中2月22日达到134878人次，创历
史新高。

为保障旅客出行需求，重庆机场在
春运期间组织加开航班1300架次，主要
集中在广州、深圳、汕头、海口、三亚、厦
门、杭州、兰州、合肥、大连等地，以及台
北、澳门等地区。另外开通了前往河
内、合艾、兰卡威等地的国际航班。运

力方面，国航、南航、海航等航空公司在
重庆至广州、深圳、海口、三亚等航线上
增加了波音787、波音 777、空客 330等
宽体机。每天重庆飞往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机超过45架
次，创下历史新高。

同时，重庆机场还新增长寿、奉节、
威信班车，恢复万州、开州班车，加密
泸州、宜宾、自贡等线路班次。据统
计，春运40天，重庆机场长途汽车站共
保障进出站班次 2.5 万班，进出站旅客
43.8万人。

重庆机场加开航班1300架次 迎送旅客487万人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3月 1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交委获悉，今年新开通的重庆西
站和沙坪坝站，对重庆铁路春运
起了重要支撑作用：重庆铁路枢
纽接发能力由154.4对/日增加
为226对/日，增幅达46.3%。2
月21日，重庆西站单日旅客到
发量约为10万人次，刷新全国
大型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开通初
期纪录。

“如此大的客流量，重庆西
站和沙坪坝站配套的智能交通
系统，帮助火车站旅客快速疏
散，没有出现旅客滞留现象。”市
交委相关负责人称。

智能引导系统
让乘客换乘更方便

重庆西站换乘大厅内，三个
电子大屏幕滚动显示着到九龙
坡、沙坪坝方向的公交车线路信
息，以及出租车实时车辆到达情
况。通过三台物业智能化管理
系统，旅客可实时查询相关交通
信息。这些智能系统，最大限度
地避免了旅客不知在哪坐车、找
不到路的现象发生。

对进入停车场的私家车主
来说，停车、付费也很简单。停
车场设有智能反寻设备系统，车
主直接输入自己的车牌号，就可
找到车辆停放位置，系统也会自
动生成行走线路。付费也很简
单，微信、自助缴费机都可支
付。车主支付完成后，在25分
钟内离场，道闸自动开启放行。

据介绍，这些智能引导系统
只是重庆西站智能综合监控指
挥中心的一部分。

为方便乘客换乘，重庆西站
设有集运维、消防应急疏散、节能、
安防、停车场、各项交通运力数据
等为一体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可以
实时查看相关信息。若遇到突发
事件，系统可以自动报警。

据介绍，2020年重庆西站
二期工程全面建成投用后，这套
智能化引导系统将与城市综合

体商业信息衔接，市民还能查询
周边吃住行等相关信息。

沙坪坝站也安装有智能引
导系统，旅客可以查看轨道交
通、高铁、公交、步行系统间的便
捷换乘方式和路线。

网约车开进停车场
市民打车更方便

高铁一到站，出租车候车点
就排起了长队。按规定，旅客想
乘坐网约车，必须出枢纽站才能
约车，给旅客带来了很多不便。

新开通的重庆西站和沙坪
坝站，则解决了这一难题。两个
枢纽站共设网约车车位100多
个，解决了枢纽站网约车不能进
站接旅客的问题。

“网约车可以直接开进枢纽
站停车场，网上预约好接车时
间，下了高铁就可以坐上网约
车，非常方便，再不用提着大包、
小包去等出租车了。”在沙坪坝
站，一坐上网约车的旅客表示。

智能平台及时推送信息
出租车应急疏散客流

新建成的重庆西站，由于轨
道交通尚未开通，交通相对不
便，如何及时疏散大客流？我市
建成的出租车智能平台发挥了
大作用。

据介绍，在客流高峰包括春
节放假前、假期后3天，以及在道
路交通堵塞、夜间公交车收班后、
列车晚点等突发情况下，出租车
智能平台不定时推送客流信息，
引导西站周边巡游出租车到西站
接送旅客。同时，市运管局配有
500辆“雷锋的士”随时待命。

“共享充电宝服务特别受欢
迎。”在重庆北站北广场，由两江
新区组织的青年志愿者“梦想驿
站”，共有100名志愿者，免费为
旅客提供手机充电、热饮、车票查
询等相关服务。同时，重庆北站
还新设共享汽车租赁服务，提供
车位30多个，方便旅客租用。

智能交通系统助推
火车站旅客快速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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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行知文化特色校园 培育“尚上行知”技能人才

生活即教育
特色德育促进学生全面成才

“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正如陶
行知先生所说，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
有教育的意义。在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论
的指导下，重庆市育才职教中心立足学校实际，
依托学校、企业、社会、家庭四大阵地建设，逐渐
探索出了一条“生活德育”的新路子，成为培养
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关键“法宝”。

生活处处皆教育，校园处处皆德育。
2015年8月，学校搬迁至花滩新校区，校园

面貌不仅焕然一新，生活德育的阳光也悄然撒
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漫步在陶行知广场
上，侧耳倾听育才楼内传来的朗朗书声，触目可
及是布满名言校训的文化墙……学校里的一砖
一瓦、一花一草都成为生活德育阵地的“无声教
科书”，以浓郁的行知文化气息浸润着学子幸福
成长。

生活德育，润泽在校园里，丰满于实践中。
新学期的操场上，一列整齐的绿色方阵正

以挺拔的军姿、雄壮的口号、嘹亮的歌声吸引着
人们的目光。这是新生军训上的一幕，也是学

校开展的以准军事化管理为特色的德育实践。
为了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团队精神，学

校不仅每年开学对新生开展军训活动，还在日
常学习生活中大力实施“125”军姿站立，制定晨
训、军训管理流程，并聘请退役军人作为生活德
育教官，抓校园秩序管理和军体训练，实现了生
活德育的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除此之外，学校还大力举办以“尚上行知教
育”为主题的系列思想教育活动，定期评选尚上
行知之星，积极发展学生社团，免费为学生提供
优质的床上用品、校服、军训服，给学生送民生
福利……一系列爱生惠生举措让德育实践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渗透进学生的日常生活。

用生活德育为孩子铺就漫漫成才路，用爱
与责任为他们点亮光明的未来。重庆市育才职
教中心一直在行动，并且做得越来越好。

社会即学校
校企合作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教育的本质归宿在于服务社会、改造社
会。”校长董庭富表示，对于职业学校而言，只有
打破学校藩篱，让师生“走出去”，加强学校与社

会的联系与交流，才能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实
干型人才。

如何充分发挥学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培养
实干型技能人才？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的一系列创新举
措给出了掷地有声的答案。学校坚持开放办
学，服务贡献社会，成立多个企业“冠名班”，实
行“订单式”人才培养；学生们定期走进企业、社
区、福利院、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献爱心、送温
暖，将所学专业技能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增
强了社会适应能力；开展了退役士兵、领取失业
金人员、特种作业人员、灾害信息员、安全管理
人员、保育员等培训，服务对象达3616人。

回归社会、服务社会，中职教育真正“活”了
起来，焕发出蓬勃的生机。

作为培养现代职业教育人才的必由之路，
学校高度重视校企合作工作。学校成立校企合
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相关规章制度，创新化的
合作形式更是让人眼前一亮：除了特色化的“订
单班”合作形式，学校还与55家企业共建实习实
训基地，与香港唐宫（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重庆
市二手车流通协会等上百家名企签订顶岗实习
输送协议……把人才用在刀刃上，最终真正实
现学校、企业、学生三方“共赢”。

举措得力，效果喜人。据了解，2017年，合
作企业共为学校提供学生顶岗实习岗位2230
个，教师企业实践岗位227个，与学校共建精品
课程40门，共同开发校本教材28本、数字化资
源264GB；学生就业率为98.34%，对口就业率
为97.14%，用人单位对学生的满意度也达到了
97.5%。

以优质人才输出服务社会，提升中职影响，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正以创新的校企合作
模式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教学做合一
行知教育助推优质人才培养

唐亚群是2017级“3+4”学前教育专业的学
生，在学校专业的教学指导下，入校仅4个月，她
便凭借出色的发挥在重庆市中职技能大赛职业
英语其他类项目中荣获一等奖。

“感谢学校对我的培育与帮助，感谢‘3+4’
办学模式给予我更大的平台展示自己。”回顾获

奖经历，唐亚群言语里满是对学校优质教育的
认可和感谢。

何谓“3+4”、“3+2”办学模式？
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重庆市育才职教中

心与本专科院校建立起对口贯通的分段人才培
养模式。学校与重庆文理学院、重庆建筑工程
职业学院等多所高校合作，开设了数控技术应
用、学前教育、建筑工程施工、旅游服务与管理
等专业的“3+4”、“3+2”项目班，为学生搭建起
中高职“立交桥”，开辟了人才培养新路径。

办学效果突出，学生捷报频传，得益于多元
化的办学模式，也离不开创新化的教学管理。

学校坚持以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理论
为指导，构建并实施了以“一核心、两情境、三主
体、四环节”为内涵的教学新模式，有效地将理
论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解决了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脱节的问题，突显了中职教
育针对性。

中职教育优质发展，教育教学是根本，高水
平师资是保障。

为打造一支业务能力强、育人水平高的优
质教师团队，学校全面推进“262”师资队伍建设
策略，即面向社会招考专业技术人才，聘用技能
型兼职教师，实施立制、平衡、提升、下企、外引、
培训六大工程，优先建设“双师型”骨干教师队
伍和重点专业师资队伍，为教学质量的稳步提
升打下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学校将实力办学与优质师资有机结合，实
现了“教”与“学”的高效合一，让“尚上行知教
育”真正落到了实处。 谭茭 万芮杉 刘洋

1984 年，在陶行知
夫人吴树琴女士及部分
育才学校老校友的倡导
下，重庆市育才职业教
育中心正式创办。

建校三十四载，学
校始终秉持陶行知教育
思想，以“尚上行知教育
培养实干人才”的理念
为指引，推行教学模式
改革、提升学生技能水
平、践行生活德育、实施
校企合作……一系列强
有力的改革举措带来显
著的办学成效，学校先
后获得了国家级重点中
职学校、国家中职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
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重庆市陶行知研究
会 实 验 学 校 等 荣 誉
称号。

树 中 职 品 牌 ，传
“育才”美誉。如今，在
几代育才人的不懈努力
下，重庆市育才职业教
育中心这所“陶味儿”浓
郁的全国知名、重庆一
流的特色中职名校正在
崛起。

图片由育才职业教育中心提供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焕然一新的校区

德国职业教育专家及德国CDBB职业与教
育培训有限公司来合川考察对接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