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南天台花谷樱花等你免费来观赏
➡4月2日，第四届巴南石滩·天台花谷樱花节在石滩镇天台村举行。樱花节期

间，除了观赏樱花，还有精彩的文艺表演、摄影比赛、孝善文化展览、五谷贴画欣赏、
本土特色农产品展销等。樱花节期间，不收门票，游客可自驾导航到石滩镇天台村
或者在南岸四公里公交枢纽站乘车前往，观赏千亩樱花。 （记者 蔡正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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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2日，
重庆高速集团发布消息：清明小长
假，重庆高速执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
车免收通行费政策，预计车流总量将
同比增长12%。

小型车免费通行的时段为4月5日
00∶00至4月7日24∶00。车辆座位
数及车辆属性以机动车行驶证核定为

准；免收通行费期间，重庆高速公路
ETC车道正常开放，ETC车主可自由
选择通行ETC车道或人工车道。符
合免费政策的车辆，系统将自动免收
其通行费。

“通行费免费，将刺激高速公
路出行的车流量增加。”重庆高速
集团相关人士称，预计今年清明

节期间车流总量会达到 394 万辆
次左右，日均约131万辆次。预计
3天假期，我市高速公路车流量呈
V 型趋势，假期第一天和最后一
天车流量较大，假期第二天车流
量相对较小。

预计4月4日17∶00-20∶00和
4月5日8∶00-11∶00为高速公路车

流高峰时段。4月7日15∶00-20∶00
为高速公路返程车流高峰。

重庆高速集团提醒市民，疲劳
驾驶易引发交通事故，建议每驾驶
2个小时到服务区休息。同时，为
避免堵在路上，请市民合理科学安
排出行时间，出行前及时查看相关
路况。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

生 付琳眉）“这样可以去除水中的悬
浮及大颗粒物……”前不久，在北碚区
北温泉街道华光社区小广场，来自西
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志愿者杨雨
竹，给社区居民讲解河水净化过程及
原理。通过小分队进社区、上路口等
进行环境卫生宣传和劝导，潜移默化
提升市民素质的志愿活动在北碚已蔚
然成风。

在推动“文明在行动·重庆更洁
净”行动中，北碚区组织文明单位职
工、大学生志愿者及道德模范人物组
成志愿服务队，深入老旧小区开展环
境宣传，走上街头进行文明劝导，倡导
健康文明卫生的生活方式，激励广大
市民争当环卫志愿者。

“市民素质提高、城市文明提升是
我们推动城乡环卫整治、营造良好人
居环境的基础性工作。”北碚区文明办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区已在17个
街镇、86个文明单位和39所大中小学
等成立了环境志愿服务队伍320余支，
开展了“全民动手日”“清洁嘉陵江·保
护母亲河”“清洁缙云山”等品牌志愿
服务活动。

不久前，北碚区还聘请了10位“最

美北碚人”作为公益志愿服务的代言
人，发挥先进典型人物的影响力推进
公益服务深入实施。天生街道奔月路
社区党委书记黄若琴是其中一名代言
人，长期服务社区的她从生活细节着
手，动员社区群众自发开展文明洁净
行动。目前，北碚环境卫生志愿服务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参与人数已超
3.8万余人次。

近年来，北碚区全面狠抓环境卫生
集中整治，累计清理违规占道经营摊点
500余个，规范“骑门摊”90余处，清理
乱停乱放车辆160余辆；推动“城区洁
净”向“城镇洁净”，道路整洁向背街小
巷延伸，平面治理向立体整治升级，有
效根治了多种城市“顽疾”；以推进“厕
所革命”为契机，建设公共场所、旅游景
区公厕8个；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农村生
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改造老旧社区22
个，城乡人居环境卫生状况明显改善。

下一步，北碚区将在深化环境卫
生“网格化治理”“数字化管理”的基础
上，开展多样化、多形式的志愿服务活
动，吸引更多市民参与，通过以“文”化
人、成风化俗改善环境，推动市民养成
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建设健康宜居
又有品位的城乡人居环境。

北碚以“文”化人 提高市民素质

3 月 21 日，北
碚区华光社区，来
自西南大学化学
化工学院的志愿
者杨雨竹（左一）
在给社区居民演
示净水实验。

通 讯 员 秦
廷富 摄

清明小长假小型车免收通行费
4日17：00-20：00高速公路将迎来车流高峰

自驾踏青扫墓
这样避堵

清明小长假即将到来，预计将有大量市民自驾踏青、扫墓。高速
公路将迎来车流出行高峰。4月2日，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
速公路第一支队和第五支队发布清明小长假避堵路线。

线路 G65包茂高速
热门景点：南川、武隆沿途景区和渝

北统景景区。
易堵路段：南环立交至 G65 巴南收

费站（进出城）、渝北王家至草坪（出城）。
避堵线路：避开南环立交至 G65 巴

南收费站，在内环快速路南泉下道，绕行
界石、南彭再上道。

避开渝北王家至草坪段，请绕行
S306沙草路（渝北）省道。

线路 G85成渝高速
热门采摘点和墓地：九龙坡白市驿

沿线采摘点，九龙坡龙居山陵园和含谷
龙台山陵园。

易堵路段：中梁山隧道出城方向以
及含谷立交下道口，成渝路段丁家收费
站及绕城路段青木关至渝西互通路段。

避堵线路：从西环下道进入内环快
速路，在渝遂立交绕行渝遂高速至西永
下道，再通过普通公路至含谷；或绕行
华福路至白市驿、含谷。

线路 G50沪渝高速
热门景点：长寿长寿湖、垫江牡丹园等沿途景区，

以及渝北两江影视城。
易堵路段：东环立交—鱼嘴（出城）、东环立交—

G50 收费站—龙兴（出城）、东环立交—洛碛（进出
城）。

避堵线路：避开东环立交到鱼嘴段，由机场路经
宝圣立交、兴盛大道、长安大道到鱼嘴。

避开东环立交经G50到龙兴，由内环经慈母山隧
道、G50S沪渝高速南线、绕城高速到龙兴，或由机场
路经宝圣立交、兴盛大道到龙兴。

避开东环立交至洛碛段，经G50S沪渝高速南线
至长寿方向。

线路 G75兰海高速
热门景点及墓地：綦江横山凤凰花谷、北碚缙

云山、北温泉、合川钓鱼城、铜梁洞公墓（合川）、燕
尾山公墓（巴南区一品镇）、青龙山公墓（綦江）。

易堵路段：北碚到合川段、南环至一品双向。
避堵线路：避开北碚至合川段，由北碚城区绕

行212国道，或在沙溪提前下道后走老路到合川城
区。

避开南环至一品段，由内环快速路巴南立交
绕行210国道。

线路 G93渝遂高速
热门景点及墓地：铜梁安居古镇和杨闇公烈士

陵园。
易堵路段：G93沙坪坝收费站至少云路段，青

木关隧云雾山隧道路段。
替代路线：如果双江段发生拥堵，可以在铜梁

或潼南收费站提前下道，走319国道前往双江。出
城方向车辆可经G75兰海高速渝武段再经三环至
四川，进城方向也可经三环至G75兰海高速渝武段
进入重庆主城。至铜梁安居古镇的车辆可提前至
铜梁收费站经319国道前往，避免在少云收费站造
成拥挤。避开青木关隧道至铜梁大流量路段，可经
江津方向绕城立交从渝蓉高速上三环，从铜梁立交
重新进入渝遂高速。

线路 三环沿线
热门景点：永川乐和乐都，茶山竹海。
易堵路段：永川收费站。
在永川收费站出现堵塞时，需要从该站下道

的车辆，可以在大安收费站下道，然后从大安通过
普通公路到达永川。特别提醒，大安至永川普通
公路为二级柏油路，路况较好，从该站下道不仅可
以节约通行费，而且不会增加行驶时间。

高速执法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清明小长假
期间因车流量较大，在行驶过程中请务必与前车
保持车距，不要随意在应急车道上停车，不酒驾、
不疲劳驾驶，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转移至路外并
拨打12122或96096报警。

记者 杨永芹

文 明 在 行 动 重 庆 更 洁 净

快 读

重庆成立中医护理专科联盟
➡4月2日，由重庆市中医院牵头的重庆市中医护理专科联盟成立，这是我市首个

护理方面的专科联盟。联盟首批成员有来自重庆、贵州、四川等地的55家医院。通过
专科联盟，偏远区县的疑难患者可通过绿色通道，由当地医生直接向上级医院预约挂
号，实现向上转诊，诊治完毕后，再回到基层进行康复护理。 （首席记者 李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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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在承担公众教育使命的同时，也有
收藏、研究的责任。在自身力量有限的情况
下，很多“创意”可以借助外部力量来实现。让
长于研究的人去做研究，请会讲故事的人来讲
故事，把研究作为讲故事的基础，使故事成为
研究的延伸。这也是今人对待历史、面向未来
的一份诚意。

——《光明日报》刊发评论《文创要“创意”
更要“诚意”》

治理“微腐败”，也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要借鉴多年来基层群众自治的经验，探索创新
基层廉洁风险防范机制；借助群众的“火眼金
睛”，让“蝇贪”无处藏身；深入田间地头、街头巷
尾，听听老百姓的意见建议。只有拜群众为师，
向群众取经，让群众广泛参与监督，才能在惩治

“微腐败”的战场上“精确制导”“弹无虚发”。
——《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评论《多向群

众取取经》

一些地区和部门总是羞于谈差距。“摘花”
可以，“挑刺”不行；赞美可以，批评不行。究其
原因，一则是可能不想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
风；二则是认为承认差距就是否认成绩；三则
是甘于现状，不思进取。承认差距的过程，其
实就是凝聚意志、增强斗志、追赶超越的过程，
也是凝聚前进动能的过程。

——《吉林日报》刊发评论《承认差距是进
步的开始》

不堵不行，只堵也不行，更可取的态度还
是堵疏结合。校外培训机构为什么这么热？
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家长和学生还存在教育
需求，虽然这种需求有时是盲目的。当我们指
责需求盲目，指斥整个社会严重缺乏教育素养
时，更应该针对需求提供好的产品，让洪水找
到泄洪口。

——《北京青年报》刊发评论《免费在线辅
导是校外培训的一剂退烧药》

当然，与人为善不等于无条件的妥协、隐
忍、让步，不是当老好人，不是耍小聪明，更不
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搬弄人性上的狡黠和
厚黑。尤其是在关涉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
绝不能爱惜羽毛。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刊发评
论《“静静地遍洒雨露”》

功之论尺寸，言功可累积也。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
时强调，要多积尺寸之功。这向全党同志释放
了一个信号，即要有积累之意识，要有接续之精
神。积累和接续分别彰显了空间之延展性和时
间的持续性。尺寸之功虽然只有短短四个字，
但其蕴含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深刻要
义，具有极其丰富的哲学内涵。

唯物辩证法之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事
物之运动变化发展皆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重
视质变，喜欢突破，寻求跨越，固然不错，但若没

有足够量变作为基础，质变不可能发生，或者这
种发生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庄子有言：“水之积
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
其负大翼也无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十分伟
大，但绝非唾手可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非一
日之功，如无足够的累积，如无接续的奋斗，宏
伟目标恐怕难以企及。

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
定性力量。人民群众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辛勤付
出，虽是涓涓细流，但也能汇成江海。人民群众
努力奋斗，正在积尺寸之功，这些点滴之功未必
立竿见影，但却是雄伟大厦之基，不可不实，不
可不固，不可或缺。

尺寸之功精神是一种发展精神。累积本身
就是发展，接续本身也是前进。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非一蹴而就，必然更多体现在尺寸之功上。
无论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开拓，都是建立在一
代又一代人的尺寸之功上。而认识的进步，也
是在尺寸之功累积上体现出来的。一言以蔽
之，尺寸之功精神生动诠释了发展思想之灵魂。

尺寸之功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尺寸之
功，言功之微弱，非赫赫之功。但正是这尺寸之
功，才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正是这
尺寸之功，才成就民族复兴的伟业。尺寸之功
见精神。然而，大多数人都只是在默默地做尺
寸之功，显赫者寥寥无几。因此，倡导尺寸之功
精神，就是倡导甘做铺路石精神，甘做人梯精
神，这种精神是舍小我成大我、舍小家顾大家的
奉献精神，持有这种精神的人就是新时代最可
爱的人。

尺寸之功精神是一种实践精神。“合抱之
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而这毫末、垒土、足下，正是尺寸之
功的具体化。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在实践中不
断升华。尺寸之功看似静态，实际上是一个动
态过程，这一静一动之间，正在推动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行生动而精彩的实践。

尺寸之功精神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
追求。尺寸之功本身就是人民之功，倡导尺寸
之功精神，就是要大力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发展为了人民是立场，发展依靠人民
是方法。进入新时代，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需
要每个人努力奋斗、接续奋斗、有效奋斗，虽然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定当有我，因为功力必不
唐捐。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近日，2018年春季重庆市新提任领
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试举行，全市共
设置1个市级考场和34个区县考场，共
1696名新提任领导干部参考，其中包括
20名市管领导干部。（据本报报道）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
弱。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如果
不具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
题的能力，就无法胜任工作。进入新时
代，领导干部需要成为复合型干部，不管
在什么岗位工作都要具备基本的知识体
系。其中，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是领导干
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依法治国极
大地凝聚起全党全社会的法治共识。
但现实中，也的确存在一些领导干部法
治意识淡薄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破
坏当地政治生态，更损害党和政府的形
象，如果得不到解决，全面依法治国就
难以落到实处。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
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把对
法律的敬畏转化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
为方式。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的：“要坚持法治、反对人
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

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
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
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
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只有各级领导
干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才能
以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尊法
守法。

定期举行领导干部法治理论知识考
试，就是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
为考察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是从制度
上完善领导干部的考核，是在考验领导
干部能否过好法治素养关。“一个人纵有
天大的本事，如果没有很强的法治意识、
不守规矩，也不能当领导干部，这个关首
先要把住。”领导干部要以法治理论知识
考试为契机，不断提升自身的法治素
养，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变成一种自
觉、一种习惯、一种风尚，自觉为全社会
作出表率，引导人们做社会主义法治的
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
法治局面。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领导干部要过好法治素养关
□张燕

在武汉市一交叉路口，四条斑马线对应的人行道都是高台，而且有护栏，市
民从斑马线过马路，要么翻越栏杆跳下高台，要么走行车道绕到斑马线上。（据
《长江日报》）

点评：屡见报端的奇葩斑马线，误导行人，给过往车辆添堵，成为道路交通重
大的安全隐患。斑马线虽小，但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末梢神经”，在引导交通
中作用突出，决不是可有可无的摆设。
敬畏斑马线就是敬畏生命。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将斑马线设置得更加科学
性化、人性化，方便市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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