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版重庆新闻
2018 年 1 月 28 日 星期日
责编 张信春 编辑 袁文蕙
美编 李梦妮

CHONGQING
DAILY

本报讯 （记者 向婧）1月27
日，在第22个“世界湿地日”即将来
临之际，市林业局在龙头寺公园举
办“世界湿地日”现场宣传活动。重
庆日报记者从活动现场获悉，我市
开展了22个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试
点，其中13个通过国家验收并命名
授牌，建设了4个市级湿地公园。
截至目前，全市湿地公园保护总面
积达2.61万公顷，其中湿地面积为
1.34万公顷。

湿地，是指常年或者季节性积
水地带、水域和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米的海域，包括沼泽湿地、湖泊

湿地、河流湿地、滨海湿地等自然
湿地，以及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
地或者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原生地
等人工湿地。每年2月2日是“世
界湿地日”，今年“世界湿地日”的
主题是“湿地，城镇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

在宣传活动现场，一张张展板
上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湿地相关的知
识和功能，以及重庆湿地公园的概
况、《湿地保护管理规定》相关知识
等，志愿者们还和市民玩起了飞鸟
拼图、知识问答、中华秋沙鸭地面游
戏等湿地生态体验游戏。

重庆13个国家湿地公园获得授牌

“我们从山上搬到
了福窝窝，全靠党的政
策好。”城口县龙田乡
长茅村村民高树龙所
说的“福窝窝”，是长茅
村高山移民安置点。
安置点建成后，在城口
县慈善会的协调下，全
县民营企业捐资75万
元解决安置点的配套
设施，硬化公路391米、
安装防护栏 100多米、
铺设人行步道透水砖
470平方米、安排水管
道200多米、修建化粪
池 1个。高树龙说，现
在村民们脱贫信心十
足，有的上山种药材、
养山羊、种经济林果，
有的进城务工，“日子
会越过越好！”

在我市脱贫攻坚
的进程中，慈善成为一
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2017年，市慈善总会继
续把脱贫攻坚作为慈
善工作的头等大事和
重要任务来抓，全年筹
募款物价值5.36亿元，
其中 4.88 亿元用于脱
贫攻坚。

“对于广大社会组
织、爱心企业和爱心人
士等慈善力量来说，参
与脱贫攻坚既是服务
国家和社会的使命职
责所在，又是提高政治
站位、参与国家战略、
彰显社会价值的历史
机遇。”市慈善总会负
责人说，当前，慈善事
业新征程最重要最紧
迫的任务就是积极参
与脱贫攻坚。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郑万铁路云阳
段的施工现场获悉，郑万高铁云阳
段已完成总工程量10%。依托郑
万高铁的建设，未来3年，云阳将按
照“四好农村路加硬、高速铁路加
速、高速公路加密、普通干线公里加
等级”的总体要求，全力实施交通基
础设施提升行动计划。

云阳县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郑万高铁云阳段已完成总工
程量10%，2018年6月前将全面完
成征地拆迁，2021年全面完工，确
保2022年开通营运。

在此基础上，云阳将全力实施
交通基础设施提升行动计划，到
2020年，初步构建起“畅通便捷、互
联互通、舒适安全、经济绿色”的现
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东出

鄂沪、西进渝蓉、北达甘陕、南下湘
广的交通格局，基本建成三峡库区
综合交通副枢纽。

在四好农村路方面，到2020年
要完成3000公里公路建设，实现撤
并村通畅率100%、村民小组通达
率100%、通畅率80%。

在高速公路方面，加快江龙高
速（江口-县城-龙缸）、开云巫高速
和万云奉巫南线高速、云阳东互通
立交工程的进度，着力构建“三横一
纵”高速公路骨架，力争2020年实
现高速公路乡镇覆盖率由目前的
33%提高到90%。

在干线公路方面，今年，云阳将
续建复兴至三坝码头公路、蔈堰路
等3个项目；新启动江口至沙市巫
溪界、江口至农坝开州界等5个国
道项目等。

依托郑万高铁的建设

云阳交通三年内将全面升级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年猪节
祭祀仪式、千人刨猪宴、熊猫猪猪酷
跑……1月27日，第十届中国荣昌
猪年猪节在万灵古镇万灵福邸拉开
帷幕，多种特色“年猪”系列活动不
仅好吃好看，还很好玩。

本次活动以“好吃就来荣昌城、
味美还数熊猫猪”为主题，将传统的
年猪节祭祀仪式、千人刨猪宴、熊猫
猪猪酷跑、荣昌年货小吃节、文艺表
演等融为一体，让游客充分感受传

统年味的魅力。
在本次年猪节上，游客除了能体

验“吃”，在“荣昌三宝”作坊内，还能
亲手缝织荣昌夏布香包、在荣昌折扇
上作画和制作荣昌陶。荣昌陶、荣昌
夏布、荣昌折扇是荣昌三大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荣昌三宝”。
此外，“逆袭的小猪”亲子体验活动、
荣昌夏布精品时装秀、荣昌年货小吃
节等同样精彩纷呈，让游客体验一场
视觉与味觉之旅。

千人刨猪宴、夏布时装秀、猪猪酷跑……

荣昌年猪节“好吃好玩又好看”

2017年，市慈善总会
共筹募款物价值5.36亿元，
其中4.88亿元用于脱贫
攻坚

2017年底，石柱县慈善会慈善志愿者大
队队长帅卒打听到当地的石诚商贸公司有
不少就业岗位，就邀约该公司总经理蔡静一
同走进大歇镇龙王村。他们分别到68户贫
困户家中座谈，了解他们的就业愿望和家庭
状况，并动员其子女去县城务工。

“没想到，当时就有44个贫困户家庭子
女报名，通过岗前培训，这44个孩子一个不
少被安排到石诚商贸公司，有的当上了保

安，有的搞物管，有的当服务员，每月收入都
在2000元以上。”帅卒兴奋地说，通过安排
贫困户家庭子女务工就业，为龙王村整村脱
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全市2万多名慈善志愿者充分
发挥资源多、熟悉基层情况等优势，开展多
种形式的慈善扶贫，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打
通了扶贫“最后一公里”。

市慈善志愿者支教大队利用教育资源，

在酉阳县木叶乡干田村开展免费电商培训，
扶持创业青年开办农村网店5个，帮助村里
的农家土特产品实现线上销售，增加村民收
入。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大队的援藏医疗服
务项目，为藏区4名儿童进行了外科手术。
南川区大队与爱尔麦格眼科医院合作开展

“健康扶贫·光明助困”志愿服务活动，为贫
困眼疾患者进行义诊3200人次。志愿者们
还通过“重庆慈善超市”向黔江、酉阳等渝
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发放价值400多万元的
慈善物资，惠及当地困难群众和留守儿童2
万余人。

志愿者扶贫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云阳县龙洞镇朝阳村是市慈善总会对
口扶贫的贫困村。市慈善总会筹资115万
元，帮助村民建起了1472亩核桃基地，去
年秋冬对缺苗部分又统一补植了2万株，
对原有的核桃苗进行了除草、去杂、刷白
等精心管护，有望今年挂果，产生效益。
另外，500亩葱花基地现已全部栽满，长势
良好。

当地村民对这两个慈善产业扶贫项目

赞扬声不断，他们说：“市慈善总会帮我们
解决了多年来想解决而无力解决的大问
题。”

“慈善扶贫要着眼于增强贫困地区和群
众脱贫的‘内生动力’，始终坚持‘予鱼不如
予渔’理念。”市慈善总会负责人介绍，去年，
总会注重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

市慈善总会动员金科集团捐助4800多
万元扶贫资金，帮助石柱、忠县、涪陵、云阳、

黔江的贫困村改善基础设施、因地制宜发展
现代农业。引导力帆集团、中科控股、博赛
集团、耐德工业等企业和市福彩中心投入
3550万元，用于城口、巫山、秀山、奉节等地
的产业扶贫项目。联合市级有关部门，动员
20多家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参与总会2017

“中华慈善日”捐赠活动，捐赠善款4300万
元，专项用于我市精准扶贫。

2018年，市慈善总会还将实施一批产业
扶贫项目和教育培训扶贫项目，着力提高贫
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引导支持他们利用
自己的劳动和当地资源走上脱贫之路。

产业扶贫 增强内生动力

2017年4月20日，石柱县慈善会为40
余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户送去大病
救助基金83500元。这是该县大病救助基
金的首发项目。到目前，石柱县大病救助基
金在全县共发放现金近百万元，受惠人群达
到878人。石柱县慈善会工作人员表示，有
了专门的大病救助基金，资金流更大、覆盖
人群更广、精准化程度更高。

据了解，2017年，为帮扶重点贫困县
的大病困难家庭，市慈善总会筹资 2500

万元区县配套资金，在石柱、云阳、酉阳、
巫溪、城口五县试点，分别设立规模1000
万元以上的大病救助基金，专项用于对大
病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救助的补充，较好地
防止大病困难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市慈善总会还联合市老年事业发展基
金会开展农村贫困失能老人帮扶活动，动员
重庆电信、重庆移动和重庆启智互联等企
业，为农村贫困失能老人捐赠1.1万台手机、
900万元话费，以及上千万元的爱心物资和

医疗设施，提高贫困失能老人生活质量。为
帮助贫困地区改善医疗设施，市慈善总会动
员重庆乐耕医疗器械公司等企业捐赠价值
226万元的医疗器械，为4个区医院增添医
疗设备。

市慈善总会负责人透露，下一步，将认
真总结与贫困区县合作设立大病救助基金
的经验，争取近两年在深度贫困地区再新建
几支大病救助基金，力争5年内实现贫困区
县大病救助基金全覆盖。同时，鼓励社会爱
心企业和个人设立各类慈善扶贫基金，助力
解决贫困人口因病、因灾、因学等致贫返贫
问题。

健康扶贫 创新建立大病救助基金

1月10日，正值三九寒天，铜梁区慈善
会将爱心人士捐赠的400余件冬衣送到了偏
远的维新镇、高楼镇困难中小学生手中，还
随冬衣配发了1.5万元助学金，为困难学生
送去了温暖。

2017年，市慈善总会围绕“培养一个孩

子，脱贫一个家庭”，激活社会力量参与教育
扶贫拔穷根。

2017年 8月，市慈善总会筹资200万
元，开展“为希望续航”助学活动，资助酉
阳、石柱等6个国家级贫困县的400名贫困
学子上大学；争取市福彩中心教育扶贫资金

120万元，对城口、巫山等区县的贫困大学
新生进行资助；争取中华慈善总会与全球联
合之路组织“留守儿童之家”项目，资助云
阳岐阳小学；继续实施融汇支教项目，招募
17名志愿者教师到9所山区学校慈善支教
两年，有力地支持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
展；组织融汇地产集团在石柱、潼南等区县
捐建一批爱心图书室，丰富山区学校孩子们
的阅读体验。

教育扶贫 让孩子们“好上学”“上好学”

脱贫攻坚
慈善的力量有多大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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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全国攀岩特色学校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传承教育基地
重庆市川剧院川剧艺术培育基地
重庆市艺术特色学校
重庆市足球特色学校
重庆市乡村学校少年宫
重庆市绿色学校
童耕中国梦示范基地

体验劳动快乐
种植园中浇灌核心素养

驿都实验学校旁边有一块
近 10 亩的土地，这里是学生进
行劳作实践的种植园。从四年
级开始，每个班都有一块专属
地，每周两节种植课的时候学生
便来到这里体验劳动的快乐和
丰收的喜悦。

驿都实验学校不仅将种植
渗透到各个学科，制定学生种植
园管理办法，还聘请农技专家，
引导工会小家及学生管理好“一
亩三分地”，让学生了解更多农
业知识，浇灌核心素养的种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在学有所教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在驿都实验学校看来，
学有所教还包含着学有优教之意。

教育，从来都是一群人影响着另一群人。
如何让来自不同地方的进城务工子女在驿都实验学校

都找到幸福感、归宿感？校长朱必勤认为，必须带着一群用
爱心办教育的人和学生“驿路同行”，用“以爱为源、人人发
展”的办学理念，引导学生做生命的“毅行者”。

爱是教育的先决条件，饱含着爱的教育才有内涵，有
未来。

因此，驿都实验学校用“爱”构筑学校办学的核心理念，
打造出了系统的“博爱教育”文化体系，强调让“博爱教育”
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关注学生发展整个过
程，是融德智一体、德智互动的教育。

充满爱的教育需要盛载、延展、栽培，才能释放出更大
的育人效应。

为此，驿都实验学校以“博爱教育”为基础，围绕学生核
心素养开启特色探索，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特色课
程有机结合构建了“驿行”课程体系，重点对校本特色课程
进行开发，开设了21个大项的选修课程供学生走班上课，
以培养出更多全面而个性发展的学生。

川剧课程实现了人人学川剧、唱川剧、演川剧。艺术大
师沈铁梅、肖德美走进校园和学生一起演绎，去年7月学校
打造的川剧节目《川剧集锦》荣获第21届中国少儿戏曲小
梅花荟萃“最佳集体节目”奖。

还有通过劳动感悟生命成长的种植课程，意大利AC
米兰足球俱乐部辅助的足球课程，充满刺激与乐趣不断挑
战自我的攀岩课程……

正是这些充满特色的校本课程，构成了博爱教育生长
的载体，也构成了学生多元化成长的温床。学生更加健康、
自信、乐学，更加喜欢探索，更加热爱艺术、生活，越来越多
的孩子们拥有了自己的梦想，成为生命的“毅行者”。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九龙坡区驿都实验学校提供

变出教育之美 川剧成学生“热追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让中华文化展现

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重视挖掘、传承传统
文化的驿都实验学校于2010年引进了非遗文
化——川剧，并将川剧作为办学特色的主线进
行打造，以文化、课堂、社团、活动等为载体，让
川剧艺术走进学生内心深处，成为学生的“热
追剧”。

与此同时，该校还成立了教师川剧乐队，
并多次举办川剧艺术讲座及川剧艺术节，年年
都要打造几个精品川剧节目，川剧的影响力从
市内走向市外。

与AC米兰“联姻”，
小足球撬动精彩人生

意大利 AC 米兰属于豪门足球俱乐
部，这远在欧洲的俱乐部却与驿都实验学
校“联姻”，签订了“意大利AC米兰足球俱
乐部(中国)青训营”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
两支校队，并引进包括外教在内的助教为
学生训练足球。除了营造良好的足球氛围
外，每个班级都成立有足球队，并定期开展
班级足球联赛、足球知识竞赛等，使更多的
学生热爱足球运动，撬动了更精彩的人生。

攀岩进校园 每上一步都是自我超越
2016年4月，驿都实验学校启动了攀岩进校园活动，建成了标准的攀岩岩壁和攀岩抱石。

攀岩进校园以来，学校组织完成了针对体育教师的攀岩培训，并整合体育课程每周开设1节攀岩
体验课，让4-9年级的学生参加攀岩体验，同时还成立了学生攀岩社团，由专业教练带队训练。

向上攀登的过程，每一步都是自我超越。攀岩培养出了驿都实验学校的学生更健康的体格
以及蕴含勇气、毅力、自信、挑战等品格。

驿路同行 做生命的“毅行者”
驿都实验学校是九年一贯制学校，70%的学生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让每个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这是驿都实验学校永恒的教育初心。

九龙坡区驿都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