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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商圈3000平方米全案体验馆，带来全新装修体验

俏业家装饰观壹全案设计中心5月1日盛大开业

5月 1日，俏业家装
饰南坪观壹全案设计中
心开业盛典活动在南坪
上海城举行，行业协会领
导、主流媒体代表和近
100位品牌家居商家代
表受邀出席了开业典
礼。据悉，作为俏业家装
饰重磅打造的第二代全
案体验馆，观壹全案设计
中心从客户体验到视觉
呈现等各方面进行了优
化升级，旨在让全案设计
为消费者带去不一样的
家装新体验。

见证全案发展
共襄企业盛事

开业当天，重庆市建筑材料协会会长肖登玉、重庆市家
居行业商会执行会长丁吉超、重庆市建筑材料协会整装专委
会会长周龙麟、重庆广电广播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洁、
重庆日报全媒体营销中心装建行业总监潘锋、重庆嘉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费明瑜、重庆俏业家装饰董事长唐
维升等嘉宾出席了典礼，为俏业家观壹全案设计中心的盛大
开业表示热烈祝贺。

肖登玉代表行业协会对俏业家的高速发展以及在全案
设计领域做出的突破和创新表示了肯定，他表示：“俏业家作
为重庆地区最早的一批使用和推广全案设计的代表性装饰
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和高质量的产品革新，迅速得到
行业和市场的认可，也让企业的发展迈入快车道。”

周洁则代表媒体发言，“全案设计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普
通消费者暂时对其了解有限，媒体有责任广而告知，让全案
设计惠及千家万户，让更多人享受到优质的装修服务。”周洁
表示，俏业家全案设计是装修行业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将
有助于解决传统装修模式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诸如信息不

对称等许多常见的问题，极大改善装修行业现在遇到的发展
困境。

最后，唐维升致辞表示，俏业家一路走来秉承做最好家
装的信念，得到了各路朋友和全体同仁的支持与帮助。未
来，俏业家将坚持对全案设计以及所有更好家装模式的钻研
与创新，解决传统家装痛点，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立足南区市场
服务万千客户

据了解，俏业家装饰南坪观壹全案设计中心位于南岸区
核心商圈上海城，体量达3000平方米，采取全新“步入式”体
验方式，围绕俏业家拳头产品——全案设计，打造了一套包
含模式、设计、施工、辅材、主材、家具软装、电器在内的完整
全案家居体验系统。作为俏业家第二代全案家居体验馆，南
坪观壹全案设计中心坐拥南坪核心商圈的便捷交通与成熟
配套，将颠覆家装印象的全案模式以及俏业家最新研发的全
案工艺带给南区消费者，势必将在南区掀起便捷、轻松的装
修潮流。

同时，伴随着俏业家南坪全案设计中心的倾情绽放，也

预示着俏业家这家成立不到3年的装企，已经完成了主城

南、北两大核心片区的战略布局。3年的沉淀与飞跃，俏业家

的发展成绩有目共睹，模式创新、扩张布局，双管齐下、高速

腾飞，展示出俏业家不可小觑的企业实力与发展潜力。据了

解，今年下半年俏业家北区第二家大店也将启幕，进一步深

耕北区高端市场。未来，俏业家将继续以全案为核心产品，

深度开发、潜心专研，不断推出更好更优的装修产品，服务成

千上万山城业主。

另悉，针对观壹全案设计中心开业，俏业家推出了许多

重磅优惠，并将持续沿用至整个5月，以回馈南区的装修消

费者，为更多人带去高质量高品质的家装体验。详询400-

168-6906。 冉崇伟 图片由俏业家装饰提供

开业庆典

砸金蛋好礼送顾客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公告
﹝2018﹞002号

以下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已届满，根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241号）第七条规定，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
特此公告。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2018年5月3日
采矿许可证自行废止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矿 山名 称

巫山县三县矿业有限公司大面坡煤矿

奉节县永强煤矿有限公司红园煤矿

彭水县富弘煤业有限公司回笼煤矿

重庆古泉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重庆和联建材有限公司石灰岩矿

重庆市黔江区渝东南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三兴铁矿厂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121130046004

C5000002009041130019406

C5000002009041130018267

C5000002010078130072045

C5000002010107130077550

C5000002009042130024930

优雅的古筝声中，身着旗袍的西南
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董小玉，在荷塘
月色的背景中娓娓讲述着中外经典的魅
力……作为教育部推出的首批“国家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之一，由她讲授的《经典导
读与欣赏》在中国大学MOOC（慕课）网
上，吸引了5300余名学生选修。

5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登录中国大学
MOOC网看到，《经典导读与欣赏》从3月
12日开课，将持续到7月2日，分中国传统
经典导读与欣赏、西方经典导读与欣赏、中
国现代文学经典导读与欣赏等单元。每单
元又分若干讲，分别选择重点作家的重点
作品进行赏析。

目前，这门课已进行到第8周（共 16
周），每周安排4至5讲，每讲一刻钟左右。

重庆日报记者观看这门课发现，董小玉首先
用两讲阐释了阅读经典以及开设这门课的
意义。“走进诗意盎然的经典花园，感受世界
的斑斓。”董小玉认为，经典作品都是经过岁
月沉淀的好书，阅读经典书籍，可以丰富学
生的精神世界，培养诗化人文情怀。

在中国传统经典导读与欣赏部分，董
小玉选择的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二
十四诗品》是晚唐诗论家司空图论诗歌风
格的专著。“雄浑、冲淡、纤秾、沉著……”司
空图将诗歌风格分为24种，并以诗化的语
言进行了论述。

“《二十四诗品》是中国古代诗学名著，
美学瑰宝。”西南大学大三学生姚恒说，自己
是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以前对文学作
品了解不多，但选修这门课后，在董教授的

带领下对《人间词话》《金瓶梅》等古典名著
都进行了学习。“这些经典不仅体现了中国
特有的文化观，也展现了一种美学精神，教
会我们雅致的审美趣味和人生态度。”

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赏析单元，董小
玉选择了鲁迅、朱自清、冰心等人的作品进
行赏析。

鲁迅是现代散文诗的鼻祖，其代表作
《野草》是我国最早的散文诗集之一。“《野
草》一共收录了23篇散文诗，既有深邃的哲
理性，也有浓郁的诗意。”四川外国语大学大
三学生周瑶瑶说，自己在线学习《经典导读
与欣赏》时，总是被那些优美的诗句所吸引，
班上不少同学也选修了这门课。

在线学习会不会影响老师与学生的交
流互动？采访中，不少大学生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每讲结束后，老师会出思考题目；
每个单元结束后会有测试题目，大家可以
进行自测或者互评测试，全部课程结束后
还有考试。

“由于学习时间比较灵活，并且在线选
修一样可以修学分，所以学生都踊跃选择
自己喜欢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董小
玉表示，自己在学校开设《经典导读与欣
赏》已经多年，很受学生欢迎，并曾在智慧
树、网易等网站平台开设过公开课，如今教
育部推出的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让大
学生都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据悉，接下来几周的课程里，董小玉还
将带领大家赏析一些西方经典作品，如英
国作家毛姆的小说、俄国诗人叶赛宁的诗
歌等。

今年初，教育部首次正式推出 490 门“国
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简称“国家精品课”），
全国在校大学生均可在线选修学习。

其中，我市高校共有重庆大学、西南大学、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 8 门课程入
选。这些课程分别是《图说人际关系心理》《概
率论与数理统计》《结构力学》《电子商务》《艺
术导论》《经典导读与欣赏》《美学与人生》《妇
产科护理学》。本报从今日起推出专栏，带领
大家领略部分精品课程的内容，以飨读者。

国 家 精 品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赏 析①

本报讯 （记者 周松）近日，两江警方捣
毁了一个以“现货交易平台分析师”为幌子的
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350余名，追缴赃物
赃款9100余万元，受骗人数超过千人。

2017年6月中旬，周先生收到“美女网
友”的好友申请，对方推荐周先生投资现
货，说比炒股更赚钱，并称有专业老师指
导，保证包赚不亏。在导师带领下，周先生
先是小投入，不久便轻松赚了数千元。在
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以及在“经验丰富”导师
的指导下，周先生投入 20余万元，谁知一
晚就全部亏完。

意识到被骗，周先生立即向警方报案。

接到报警后，两江新区公安分局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调查。经过连续缜密
侦查，一个藏身于我市南岸区、两江新区高
档写字楼，以现货交易分析指导为幌子的诈
骗团伙浮出水面。经过半年摸排，警方掌握
了该团伙的基本情况，锁定200余名主要涉
案人员。

两江警方调集750名警力，开展统一收
网行动，将以李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一举打掉，
捣毁犯罪窝点4个，抓获涉案人员350余人。
据统计，该案受害者上千人，涉案金额1.3亿
余元。目前警方已依法刑事拘留207人，先
期逮捕66人，网上追逃67人，查封、扣押、冻
结、登记保存赃款赃物9100余万元，扣押作

案计算机、手机770部。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在网上进行投资理
财时，一定要注重资金安全，不能轻易相信所
谓的“网上金融分析师”。一旦发现被骗，应
第一时间报警，保留好交易凭证，配合警方调
查取证。

两江警方打掉一特大诈骗团伙
警方提醒：不可轻信所谓“网上金融分析师”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面对全替补出战的大连一方，主
场作战的重庆斯威却未能止住颓势。在5月2日于奥体中心举
行的中国足协杯第五轮比赛中，久攻不下的重庆斯威被大连一方
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一球，0比1负于对手，无缘足协杯八强。

面对大连一方，重庆斯威主帅保罗·本托对阵容进行了多
处轮换，伤愈复出的阿吉雷和郑涛进入首发，陈安琪顶替隋维
杰出任首发门将。反观志在保级的大连一方，该队主帅舒斯特
尔则雪藏了盖坦和卡拉斯科两名强援。

开场之后，重庆斯威很快占据了场上主动，但却迟迟未
能敲开对方球门。反观大连一方，虽然派出了多名替补，但
却凭借简练的反击对重庆斯威球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在
下半场比赛中，保罗·本托虽然先后换上费尔南多和费尔南
迪尼奥两名外援，但也迟迟未能打开局面，反倒是大连一方
利用重庆斯威的一次失误，在第92分钟由孙铂远射得手，把
重庆斯威挡在了足协杯八强门外。

重庆斯威
0比1负于大连一方

被挡在足协杯八强门外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5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
育局获悉，2018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重庆黔江国际山地
马拉松赛将于5月27日在黔江区鸣枪开跑，届时来自我市各区
县和全国各地，以及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选手，将
聚集黔江，为争夺冠军展开激烈角逐。

此次黔江国际山地马拉松是由中国登山协会、重庆市体育
局、黔江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共设群众健身赛、23公里和42
公里3个项目，预计将有5000人参与其中。

据了解，此次国际山地马拉松赛线路设置依然沿用去年
的比赛路线，3个项目的起点均以4A级景区芭拉湖为起点。
整条赛道不仅包括了土路、机耕道、石板路、公路、河堤等多种
形态，还途经蒲花暗河、爱莉丝庄园等特色景区，在充分体现
山地户外运动特色的同时，也能让参赛选手感受黔江的美丽
风景。

黔江国际山地马拉松赛
27日开跑品中外经典 享诗化人生

——《经典导读与欣赏》国家精品课赏析
本报记者 李星婷 见习记者 赵迎昭

编者按

5月2日，重庆奥体中心，2018中国足协杯1/8决赛（第5轮
比赛），重庆斯威主场0∶1负于大连一方。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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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那他为什么告你们呢？”李天能问。
“他犟得很，从来都不跟我们讲道

理。”两个儿子一脸无奈。
回过头，李天能又找到吕某银，把与

两个儿子的交谈情况反馈给他。
“我不开口问他们要钱，他们就懂

不起了吗？这是起码的孝心，还用问
我缺不缺钱？”吕某银立即大怒，“还要
我讲道理，有老子给儿子讲道理的道
理吗？”

吕某银说着说着，就将两个儿子的
罪状再升级，“我在大儿子家住的时候，
就没煮过几次肉，我一住到小儿子家，他
（指大儿子）就天天煮肉。小儿子也坏得
很，跟老大一个德行……”

李天能只能瞪着天花板，不敢搭
话。“你们当干部的就是和稀泥，不敢接
触矛盾，不敢为老百姓做主……”说了半
天，吕某银又把枪口对准了李天能。

吕某银还真是倔，此后一到赶场天，
他都往村委会跑，有时赶三轮车，有时拄
根拐杖来，他找村支书、找村主任，反正
不解决问题不罢休。村支书、村主任也
出面调解了几回，照样解决不了，又把任
务压给综治办主任李天能。

“我那段时间只要一看到这个老人，
脑壳就痛。”李天能说，吕某银确实把他
搞怕了。

神奇的化解之法

2016年，被这件事情折腾了两年之
久的李天能，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吕
祥杰，请他出手相助。

吕祥杰没有拒绝，把吕某银和他的
两个儿子一并请到自家屋里来。听双方
各说各话后，吕祥杰开始分别“点评”。

首先，他对吕某银的两个儿子说：
“我给你们讲两句老话，一句是‘妻贤夫
祸少，子孝父心宽’，一句是‘家中有个
老，犹如捡个宝’。你们也是当爷爷的人
了，想想老父亲帮你们做了好多事，不仅
养大了你们，还帮你们看孩子，看孩子的
孩子。好好想一下，这世界上还有哪个

人比他对你们更好。”
他又对吕某银说：“你是老哥子了，

我多的不说，就说一点我的体会。我觉
得爱心和孝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们不光讲‘子孝父心宽’，老人还得理
解子女，有爱心才有孝心，是这个理不？”

短短几句话之后，吕某银父子都红
了脸，低下头，僵持了两年之久的家庭纠
纷就此化解，再未扯过皮。回想这一幕，
李天能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

这件事给李天能带来了很大的震
撼，自此，但凡有自己搞不定的矛盾纠
纷，他就上门请吕祥杰出手，往往三言两
语就化解矛盾。

今年2月，麻溜湾小组村民吕某金
向村委会提出主张，要求从侄女吕某明
手里收回自己父亲的承包地。其理由
是，自己的父母和大哥均已去世，理应由
自己继承父亲的承包地。村委会没满足
他的要求，他便扬言要去镇里和区里上
访。

吕祥杰接手这一纠纷后，找到其中
的一个关键证据，承包地是吕某明父亲
在世时交给他大哥的，且吕某明已继承
了母亲的一份承包地，于法于理都不能
强要这份承包地。一番说道下，吕某明
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前不久，村里的两位低保户找到吕
祥杰，一个劲儿地发牢骚，说政府给他
们的低保金太少了。吕祥杰反问他们：

“你们的子女能每个月都给你们几百元
吗？连子女都做不到的事，政府做到
了，你们还好意思说政府不好？”说得两
个低保户满脸通红，再也没有发过类似
牢骚。

同样的话，他说出来村民
更愿意听

“为什么我们化解不了的矛盾纠纷，

到了吕老手里，很快就给解决了呢？”
李天能开始琢磨这个问题。

他认为，吕祥杰在调解矛盾纠纷
时，说的话能让人信服，因为他说得在
理，往往能把国家政策和平时生活中
的简单道理结合起来，让人听得懂、能
接受。

吕祥杰能有这种技能，既和他有
一定文化水平、长期生活在农村有关，
也因为他热爱学习。20多年来，他几
乎每天都坚持看晚上6点半的重庆新
闻联播、7点钟的新闻联播、7点半的
永川新闻，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政策
稔熟于心。

其次是吕祥杰个人威望高。李天能
说，吕祥杰为人公正、说话公道、乐善好
施，多年来已在村里树立起了很高的威
望和地位，同样的话，他说出来村民更愿
意听。

另外，吕祥杰的家风也很好。吕
祥杰家里总是和和睦睦，他把子女也
教育得很好，一儿两女个个都成了
才。

吕祥杰的个人道德不仅影响了家里
人，对周边邻居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
响。石龟寺村共有34个村民小组，就数
吕祥杰所在的老店子村民小组村容最整
洁、矛盾纠纷最少。而且，老店子村民小
组的村民对人总是和和气气，让人接触
起来感觉很舒服。

2015年，永川区在评选“新乡贤”
时，吕祥杰被推举为全区1009名“新乡
贤”之一；2017年，永川区设立“乡贤评
理堂”，吕祥杰成为全区108名乡贤调解
员之一。

“新乡贤真的是个宝！”李天能深
有感触地说，用好“新乡贤”这支队伍，
发挥好“乡贤评理堂”平台作用，将对
推进乡村善治、涵养文明乡风等起到
重要作用。

吕大爷为什么这么“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