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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4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重庆大学、西南
大学、西南政法大学3所高校陆续公布
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根据去年教育
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9年高校自主
招生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各高校招生规模有所下降，报名门槛提
高，并增加了体质测试。

《通知》从招生政策、招生程序、加
强监管等方面，对高校自主招生提出了

“十严格”的要求。近日，全国约90所
高校陆续公布了自主招生简章，今年多

数高校自主招生计划人数缩减了30%
至40%，报名门槛和考核难度都有所提
高，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高校还增加了体测的环节。此
外，多所高校2019年自主招生的降分
优惠也大幅缩水。

我市2019年实施自主招生的有重
庆大学、西南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3所
高校。2019年重庆大学自主招生计划
200名，相较该校2018年320人的自主
招生计划减少了 120 人。西南大学
2019 年自主招生计划共 210 名，比

2018年500名的自主招生计划少了一
大半，该校招生专业也有减少，2018年
共有4个类别、30个专业（类）进行自主
招生，而2019年只有文科类、理科类和
农科类3个大类、14个专业（类）自主招
生。西南政法大学今年的自主招生计
划为75人，相比去年变化不大，减少了
10人左右。

在报名门槛方面，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均要求报名考生高中阶段在中国科协
举办的五项学科竞赛中，获省级一等奖
或全国决赛三等奖及以上奖项，论文和

专利等不得作为申报材料提交。西南政
法大学取消了2018年自主招生简章公
布的“中学阶段在公开出版刊物上以第
一作者发表文学作品或有独立出版的专
著、文集等作品者”这一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3所高校都增加了
体质测试。其中重庆大学体质测试的
项目包括立定跳远、实心球等，未达标
者属自主招生不合格，体测合格的考生
依据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择优录
取。西南大学体质测试项目为立定跳
远和坐位体前屈，体质测试成绩将作为
重要参考。参加西南政法大学自主招
生初审合格的考生，首先要进行体质测
试，所考核的50米短跑和立定跳远这
两个项目均需达到国家体质健康标准
相应60分要求，测试合格后方可参加
笔试和面试。

招生规模下降 报名门槛提高 增加体质测试

重庆3所高校公布2019年自主招生简章

4月，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大垭
乡龙龟村春意盎然。蜿蜒曲折的乡间
路上，村民们常常能见到一辆红色三轮
摩托车在村里开进开出。

驾驶员是个皮肤黝黑的汉子，他时
不时停下来，与村民打招呼、聊聊天。

他就是龙龟村第一书记彭光明，村
民们习惯喊他“骑三轮的第一书记”。

“多式联运”运树苗

4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龙龟村碰
到骑着三轮的彭光明。三轮车停下来，
他指着一排排树苗对记者说，“这些核桃
苗是村民脱贫的希望，抹芽、除虫、施肥，
是这段时间最要紧的事情了。现在我就
是要把物资给各村民小组送去。”清点、
装运，彭光明与村民忙碌起来。

2017年9月4日，市规划自然资源
局要选派干部到大垭乡开展脱贫工作，
彭光明主动申请。

走马上任之前，彭光明查阅了当地
的卫星影像、城乡规划等资料。“从地形
上看，全村山高坡陡，只有一条水泥路，
如果有山体滑坡就会堵路。”从小在农
村长大的彭光明想到，如果有一辆三轮
摩托车会比较方便，“恰好村里面有辆
三轮，所以在去村里之前，我就去考了
驾照。”

“这辆三轮派上了大用场。”彭光明
拍了拍他的“座驾”。

村里要脱贫，必须有产业支撑。彭
光明研究了当地的气候、土壤、以前种
过哪些作物等资料。经综合分析，他认
为种植核桃比较合适。

核桃苗运来了，彭光明又有了担
心：一是村里交通落后，二次转运困难；

二是群众不能科学种植，影响收成。
“我们村六组最偏远，和村委会办

公地点隔了一座山，如何运苗成了个难
题。”为此，彭光明与村民们设计出了一
套“多式联运”方案——

轿车在前面“探路”，三轮车装着树
苗跟在后面；遇到陡坡爬不上去，轿车
里的人下来推三轮车；到了河边，村民
划船过来把树苗运到对岸。

核桃苗种下去了，彭光明又指导村
民抹芽、除虫、施肥、修剪、管护。

彭光明介绍，如今村里550亩地种
植了近万株核桃苗，下半年还要增加一
万多株，后年就能大面积挂果。

要脱贫，先修路

彭光明上任伊始，就认识到，龙龟
村多年摘不掉“贫困村”的帽子，基础设
施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要脱贫，先修路。但是，村两委通
过院坝会、微信、讲习所反复宣讲，仍有
村民不理解，堵路阻工时有发生。

“我不管，占了我的地，不给个说
法，就是不准过！”

施工队被迫停工。作为第一书记，
彭光明却不急于去做村民的工作。他
先去找那些退下来的老村干部，向他们
请教。

“小彭呀，大家村里人都是乡里乡
亲的，重一个‘情’字，见面三分情，你跟
大家感情到位了，路自然就修通了。”老
人们说。

彭光明深以为然。此后，他每天骑
着三轮走家串户，全村288户的家庭情
况基本心里有数了，然后再给村民们讲
修路的事，讲龙龟村的脱贫“方案”，讲
村子的未来……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反
对修路了。

“龙龟村正在推动村内公路硬化建
设，今年6月就全面完工了。”彭光明骑
着三轮，带记者在村里面转了一圈，“你
看，道路基本上已硬化完，两个月后就
全部是水泥路了。”

每家有了“技术工”

“因为村民缺乏知识和技能，龙龟
村这些年的发展一直跌跌撞撞，那些外
出务工者，也基本上是干些搬水泥、搬

砖的活儿。”除了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彭光明认为，村民们没有专业技
能，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两年
来，彭光明联系了多家技能培训机构，
免费为村民提供防水工、木工、电工等
培训。

50岁的李生云，以前天天在村里闲
“晃”，一直打光棍。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窝在穷窝窝
里要饭吃。你有一双手，为何不能像别
人一样发家致富？”在彭光明的一再鼓
励下，李生云报名学了木工，很快拿到
了木工职业资格证书。

有了一技之长后，李生云参加了不
少房屋、桥梁的建设，一年能挣好几万
元，今年也成家了。

李生云说：“多亏了彭书记给我加
油打气哟，让我脱贫又‘脱单’。”

“如今，龙龟村每家都有一个‘技术
工’，增强了自身的‘造血’功能。”彭光
明说，他刚来的时候，龙龟村贫困户有
116户，现在只剩16户未脱贫了，“龙龟
村的乡亲们正由简单体力劳动向技术
型劳动转变，脱贫更有后劲了。”

修路、种核桃、搞技术培训，两年不到全村116户贫困户只剩16户——

骑三轮的第一书记有“三板斧”
本报记者 崔曜

▲彭光明（左一）为村民讲解核桃栽植技术。特约摄影 钟志兵▲4月3日，彭光明为村民运送物品。

日前，一批新职业闯入公众视
野：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云计
算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竞技运营
师……这份由国家部委发布的名
单，重新定义了人们眼中的“三百六
十行”。从中，我们不仅能发现更多
的职业选择，也看到了新职业背后
的社会活力。

新职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得感谢新经济、新业态的蓬勃发
展。这次发布的13个新职业，大多
带有强大的互联网“基因”，科技范
儿十足。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信息
化的广泛应用，是催生这些新职业
的沃土。单从重庆一域来看，在大
数据智能化引领下，高新技术产业
日益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相关职
业从业者众，足堪证明这一点。可
以说，每个新职业的血液里，都跳动
着强劲的经济脉搏。眼下的中国，
互联网就像一个强力磁场，吸引并
联通万物。互联网、大数据向实体
经济的每一步深度拓展，都将催生
更多新职业，舒展出经济社会的活
力。

火热的新经济，正站在时代的
风口，张开发展的翅膀，让许多个体
的职业梦想得以随风飞翔。庞大的
从业队伍，是新职业获得官方认可
的基础，也折射出青年一代择业观
的变化。相较于体制内稳定的工

作，90 后、00 后更愿意从事自己热
爱和擅长的职业。在这群“新新人
类”眼里，工作不仅是“五斗米”的生
计，更是自我定义、追逐梦想的舞
台。新职业天生的创新特质、自由
色彩，既让年轻人享受就业红利，也
为社会进步注入了新动力。

新职业的发布，是对行业发展
趋势的肯定，对扭转当前重知识、轻
技能的就业风气是件好事。值得思
考的是，新职业来了，社会准备好了
吗？家长愿意让“电子竞技员”成为
孩子的梦想吗？一棵职业的小树苗
要想长成参天大树，需要各个环节
的支持和配合：就业服务要跟得上，
大学专业设置要调整，从业者的社
保权益要维护，社会心态也要更加
开放包容。方兴未艾的智能产业、
风生水起的电竞产业，是这批新职
业的需求大户。拿出更多诚意和办
法，把新职业的发展环境做优，重庆
才能成为从业者的向往之城，让经
济的新动能更加澎湃。

有人预测，在12岁以下的孩子
中，65%的人未来从事的职业都是
现在没有的。不断被刷新的“职业
版图”，足以支撑我们对这一判断的
信心。新职业正在重塑我们的生
活，新职业人群正在成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坚实力
量。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情。

新职业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
□刘江

（上接1版）
该案嫌疑人系当地一农户家的母

子三人，因生活琐事欲报复亲戚，但屡
次计划均未得逞，反因炸药保存不当，
导致农妇自己被炸身亡。其后，在外
务工的农妇丈夫赶回家中筹办丧事，
又被藏在柴禾中的炸药炸伤了手臂。
随后村民报警，荫平派出所民警立即
上门处置。

“他们肯定知道处置工作可能危
及生命，但为了嫌疑人家里守夜的村
民和围观群众的安危，他们还是用身
体抱着装满炸药的瓦罐转移，他们是
真汉子，我很佩服。”

梁新宇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
这一记，就是16年。

探访
爆炸案中重伤的战友和何

万胜的亲人

“多好的小伙子，可惜了。”时任荫
平镇派出所所长孙必忠是当年爆炸案
的亲历者，也是重伤的警务人员之一。
当天下午，从烈士陵园离开后，梁新宇
拜访了这位荣立二等功的英雄民警。

16年来，当年的细节是孙必忠心
中永远的痛，很长时间都不愿再提
起。但当他得知亲手抬出何万胜遗体
的正是来访的梁新宇时，情绪的闸门
被一下打开。

似乎没有谁比眼前的梁新宇更能
理解当年他们搬动炸药时莫大的勇
气，和失去战友后的锥心之痛：“你是
专家，知道动那几罐土炸药有好危
险！但我们必须上。”

事发当天，孙必忠正在休假，接到
警情后马不停蹄地赶到现场，炸药就
放在嫌疑人家的地窖中，附近围观的
村民就聚集在不远处，嫌疑人家中还
有村民守夜，如果炸药不慎引爆，后果
不堪设想。

想不到更周全的方案，他们只
能徒手转移炸药。年轻的何万胜第
一个上前，抱着整坛炸药将它转移
到空旷地带，孙必忠随后和辅警陈万
能、冉龙银抱着另外两坛炸药转移。
就在他们将炸药抱到安全地带，准备
进行销毁时，突然一声巨响，炸药爆
炸！

“我刚好弯腰，躲过了致命伤！”
孙必忠当时被冲击波炸飞到数米开
外的田里，昏迷过去，后被送医救治，
捡回了一条命。而何万胜却永远没
有醒过来。说到这里，孙必忠已是满
眼泪花。

他说，那时派出所人少事多，何万
胜善于学习、肯吃苦，几乎是一个人当
几个人用。没成家的何万胜搬到派出
所吃住，尽量多分担工作。他是读书
出来的农村娃，对群众充满了感情，他
的工资除了用来还大学读书欠下的学
费，还节省一部分资助当地的贫困生
和困难群众。

孙必忠的叙述，让梁新宇为之动
容，不忍再提当年的话题，寒暄道别。
而下一个要拜访的，更令梁新宇纠结
和不忍。

16年来，梁新宇多次看望何万胜
的姐姐何万琴，可每次见到何万琴，无
论梁新宇如何小心翼翼，都会触动何

万琴内心最痛的部分。
在弟弟牺牲前两年，何万琴的父

母都已经离世，剩下姐弟俩相依为
命。长姐如母，弟弟是她生命中最重
要的人。

“万胜，姐姐想你，16年了，姐姐
还是想你！”一张照片，又让何万琴泣
不成声：“组织上越照顾我，我就越难
过，都是你用性命为姐姐换来的优待
呀。”梁新宇有些无措，小心翼翼地说：

“姐姐，有啥子你找我！”

传承
职业敬仰贯穿排爆生涯

从何万琴家离开，梁新宇沉吟了
很久。16年前的案子、跨越时空的战
友看似久远，却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
了巨大影响。

梁新宇1998年7月毕业于大连
轻工业学院机械电子本科专业，随后
考入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不久后
即被遴选进入安检排爆支队，成为排
爆民警。二十余年的排爆生涯，梁新
宇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别人觉得我胆大，其实面对死
亡，任何人都无法释怀。”梁新宇说，和
平年代特别是在治安很好的中国，爆
炸物与普通人的生活很远，就是专门
从事排爆的民警，也难以时刻绷紧自
己的弦。

战友何万胜的牺牲，让他时刻提
醒自己，排爆失败的残酷在于没有任
何更正错误的机会，排爆失败就可能
意味着生命的终结。梁新宇最喜欢说
的话便是：100个犯罪分子自制的炸
弹，可能有100种不同的构造，每一次
排爆，都要把自己当成新人，把所有步
骤都考虑周到。

就在何万胜牺牲1年后，梁新宇
入选了中国首批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
队，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2005年3
月，海地首都太子港的贫民区，一辆警
车被反政府武装安放的爆炸装置炸
毁，5名警察被炸身亡。因当地警方
排爆专业力量不足，梁新宇受命随队
赶赴爆炸现场处置。

现场，正在燃烧的车辆冒着浓浓
的黑烟，血腥味儿、硝烟味儿、汽车胶
皮和人体烧焦的气味儿，强烈地刺激
着他的视觉和嗅觉神经。为防止武装
叛乱分子引诱处置人员聚集后发动连
环袭击，梁新宇作为战斗小队排爆手
临危受命，冒着生命危险开展现场搜
爆工作，清除现场周边爆炸可疑物。
他用专业和细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中国维和警
察勋章。

回到国内，梁新宇参与处置了百
余起涉爆现场，每一次都经历着生与
死的考验，每一份经验都是冒着生命
危险获取。每次回想起和死神擦身
而过，他都心有余悸，却义无反顾。
他知道，自己和何万胜一样，有守护
人民生命财产的职责，即使在和平年
代，也必须赌上生命。

返回的路上，梁新宇看到了凉山
扑救山火英雄消防员们的新闻报道，
他说，网友们评论得很好：“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大家负重前
行”。

一段跨越生死和时空的战友情

（上接1版）
“蒋君，你会留下来吗？”毕业前一

天，樱井教授问。
“不，老师。”蒋树屏摇了摇头，“我

的家乡在中国的重庆，那里到处都是
山，现在连一条高速公路都没有。我要
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我的所学将更有
所用。”

樱井教授听完，微笑着点了点头。

回国面对“三无”局面，
他花10年干了三件大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公路隧道
技术非常薄弱。1988 年蒋树屏回国
时，面对的几乎是“三无”局面——无科
研、无平台、无标准。

怎么办？经过深思，他认为必须从
基础抓起，并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广发“英雄帖”。把分
散在交通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的隧道
科研力量集中起来，大家联合开展技
术攻关。

1991年，中国公路学会隧道分会
成立，标志着中国公路隧道科研起步。

第二件事，筹建实验室。
1992年8月，时任交通部重庆公路

科学研究所（交通部交通科学研究院重
庆分院后来更名）隧道研究室副主任的
蒋树屏，开始筹建公路隧道及岩土工程
实验室。

3年后，国内首个公路隧道及岩土
工程实验室建成，配备了长200米的实
体隧道，科研实力位居世界第二。2012
年，经国家发改委授牌，该实验室又升
级为重庆首个交通行业的国家工程实
验室。

第三件事，建立行业技术标准。
针对当时国内公路隧道建设无标

准可依的状况，蒋树屏主持编写了《公
路隧道设计规范》《公路隧道施工技术
规范》等一系列技术指导性著作。完成
这三件大事，蒋树屏花了整整10年时
间。

西藏墨脱县通公路，他们
贡献4项关键技术

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东段的西藏墨
脱县，曾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行
政县。

“要在墨脱修建一条与外界连通的
公路，的确太难了。”蒋树屏说，从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墨脱与外界连通的
公路就几经修建，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9年，国家再次启动西藏扎木
至墨脱县城公路新改建工程，蒋树屏担
任科研技术总负责人，目标是攻克恶劣
自然条件下公路隧道建设关键技术。

这是一块“硬骨头”。一开始，他们
就遭遇了最大的难题——过去墨脱太
闭塞，工程所需的水文、气象、地质、地
震、雪崩等基础资料，统统没有。

没办法，他们只好先干起野外科
考——钻密林、攀绝壁、过塌方、越冰
川，墨脱的蚂蟥还出了名的凶悍，一路
走下来，每个人都全身瘫软无力，双腿

到处是血。但是，换来了详尽的一手资
料。

然后就是持续攻关。他们解决了
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隧道建设、新构造运
动活跃区公路地质灾害调查和防治等4
项关键技术，为墨脱公路建设提供了科
技支撑。

2013年10月31日，墨脱公路正式
通车。中国工程院院士钱七虎、郑健龙
领衔的鉴定委员会对墨脱公路项目进
行了成果鉴定，认为项目总体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其中的嘎隆拉隧道建设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这项技术获得西藏自治区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今年，该技术又被推荐参
评国家科技进步奖。

参与港珠澳大桥建设，
啃下一块“硬骨头”

2018年10月，历时9年建设的港
珠澳大桥通车，举世瞩目。在2018年
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中，“港

珠澳大桥工程建设关键技术”获得科技
进步奖特等奖。

该项成果有13家主要完成单位，
重庆交科院以“港珠澳大桥海底沉管隧
道防灾减灾关键技术课题研究”名列其
中。

港珠澳大桥海底沉管隧道长达
5664米，由33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沉
管管节和一个最终接头对接而成，技术
复杂、建设难度大，是整个工程建设的

“硬骨头”。同时，其使用寿命长达120
年，如何保证运营期内的安全问题是头
等大事。

作为课题技术负责人，蒋树屏带领
团队研制了港珠澳大桥海底沉管隧道
1：1足尺防灾减灾试验平台和交通行业
最大的高温试验炉。放眼全球，这是首
次以构建1：1实验隧道来解决沉管隧
道的技术难题。

建设期间，他们做了上百次车辆燃
烧、油池火等不同火源类型的火灾试
验，拖着真车到隧道内点火燃烧，穿着
厚厚的防火服在隧道内采集相关数据。

然后就开始攻克一个个的技术难
关。最终，其技术解决方案经受住了

“烤”验。
5年攻关、6项关键技术、8个创新

点，在这座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隧道
和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建设中，蒋树屏
带领的团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让蒋树屏更感欣慰的是：因为独当
一面、参与港珠澳大桥的技术攻关，他
的研究生杨秀军也出现在课题主要完
成人名单中。

蒋树屏带过的研究生（硕士、博士
和博士后），加起来已有115人。他们
中的大部分人，分布在交通建设行业
的重要岗位上，有的还成为技术带头
人。

蒋树屏说，让人才队伍更加壮大，
为公路、大桥等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解决
一个个技术难题，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
任，也是毕生的追求。

蒋树屏 高山挡不住追求
蒋
树
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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