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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黄
琪奥 实习生 付琳眉 韩羽柔）
重庆日报记者5月3日从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了解到，5月4日到6日，我
市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市防指
要求市、区县各专兼职抗洪抢险应
急救援队伍立即进入24小时备战备
勤状态，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市气象局最新气象资料显
示，此次降雨主要时段为4日夜间到
5日夜间，最大雨强30～40毫米/小
时。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阵性
大风及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市防指要求各区县密切关注本
轮强降雨过程，注意防范可能引发
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
等灾害，特别是针对山洪地质灾害
易发区、低洼易涝地带、旅游景区，
要明确专人，紧盯死守，加强巡查，
细化危险区人员避险转移方案。同
时，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
依法启动响应。严密防范江河涨水
过程，加强塘库管理，科学有序调度
水利工程，及时处置各类险情，提前
转移可能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未来3天将迎来强降雨天气

市防指要求
应急救援队伍进入24小时备勤

5月3日午后，川河盖上雨雾迷蒙，
高山杜鹃在雨雾中绽放。

微雨时节，高山湿冷，却仍有三三两
两的游人，驱车来到川河盖游玩。

秀山涌洞乡楠木村村民委员会副主
任王昌银介绍，如今，楠木村已有农家乐
29户，全村609户、2000多人，40%的人
家都吃上了“旅游饭”。

可在以前，楠木村却是远近闻名的
“黑村子”，川河盖更成了穷山恶水的代
名词。

100多座矿山让楠木村
成了“黑村子”

王昌银说，以前，川河盖有100多座
矿山，整个楠木村都被一层厚厚的煤灰
和粉尘所覆盖。加上地处平均海拔近千
米的川河盖上，交通极为不便，楠木村这
个高山上的村子，几乎与世隔绝。王昌
银记得，川河盖流传着这么一句歌谣：

“煤炭是条龙，挖也穷拖也穷。拖得打根
裤衩穿，挖了就是打灯笼。”

原来，川河盖区域的煤炭杂质较多、
品质较差，再加上山高路远，外运艰难，
因此矿山不仅未给村民带来富裕的生
活，还让楠木村成了“晴天一身黑灰，雨
天两脚黑泥”的“黑村子”。

不仅如此，对川河盖矿产资源的肆
意采挖，还给川河盖的环境造成极大的
破坏。

挖煤挣不到钱，为什么还要挖？
“川河盖海拔高、气温低，种粮食产

量低。”楠木村支部书记陈绪平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如果不挖煤，种粮食根本填不
饱肚子。

严把环境准入标准让矿主
主动关停

川河盖的变化，从2014年关停煤矿

开始。
“并非强制关停，而是提高环保要

求，利用环保政策倒逼，促使矿主主动关
停。”秀山环保局纪检组组长黄学文介
绍，在严苛的环境准入标准下，几乎没有
煤矿能够达到环评要求，“达不到要求，
就只能停产。”

长时间停产，加上原本川河盖采矿
利润微薄，让许多煤矿矿主选择自行关
停煤矿。

到2014年年底，川河盖上的近百家

煤矿全部关停，仅遗留少量锰矿和硅矿。
在关停煤矿的同时，秀山开始逐步

改善川河盖上的基础设施。
2015年，川河盖上建成了一个日供

水量500立方米的自来水厂；2014年至
2017年年初，村里硬化了通组公路9公
里和入户便道25公里，。

煤矿关了，路好走了，吃水也方便
了。可是，川河盖上的锰矿和硅矿依然在
开采，依然对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针对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反

馈意见及对整改工作提出的4条具体要
求，重庆制定了《重庆市贯彻落实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实施方案》。”
黄学文介绍，在方案中，重庆制定了4个
方面共37条具体措施，全力推进115个
具体问题的整改落实。

为了促进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
见的整改落实，秀山全力推进区域内环
境综合整治，关停了川河盖上所有的矿
山并着手进行生态修复。

打好山水资源牌

关停了所有矿山，基础设施日益完
善，可如何才能提高川河盖上村民的收
入，让大家脱贫致富呢？

“以前，川河盖被看成是穷山恶水，其
实山与水是最好的旅游资源。”陈绪平介
绍，平均海拔近千米的川河盖全年平均气
温仅有12.1℃，森林覆盖率达到43%。

因此，在川河盖上的所有矿山关停
后，秀山华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了
川河盖景区管理公司，负责川河盖区域
的旅游开发和景区管理。

经过近两年的开发、经营，川河盖已
经成了渝东南地区唯一兼具草场、花海
特色的高山生态景观区。2017年，川河
盖游客量已突破20万人次。

如今，有80多个村民在景区管理公
司上班，一部分村民租用了景区内的摊
位经营着小生意，还有一部分村民则将
自家房屋改建成了农家乐。村民的年均
收入从以前的不足500元，提高到如今
的6000多元。

关停100多座矿山

秀山“黑村子”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 实
习生 韩羽柔）5月3日，中国国羽
毛球队正式公布了2018年汤姆斯
杯和尤伯杯的参赛阵容。重庆籍羽
毛球选手、奥运冠军李雪芮成功入
选，她将和何冰娇、高昉洁等选手一

起，为中国女队实现尤伯杯4连冠
作出自己的努力。

据了解，此次尤伯杯的比赛将
于5月20日至5月27日在泰国曼
谷举行，中国女队小组赛的首场对
手为马来西亚队。

尤伯杯名单公布

李雪芮成功入选

本报讯 （记者 周松）近日，市公
安局网安总队组织精干警力，在渝中区
一写字楼开展集中收网抓捕行动，摧毁
一个为遍布全国的网上赌博网站提供
技术、后勤支持的犯罪团伙。至此，一
起投注资金高达3.5亿元、涉及13个赌
博网站，总注册人数超过10万人的特大
网络赌博案得以告破。截至4月8日，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47名，扣押涉案电
脑155台、手机230余部，银行卡130余
张。

日前，通过深度挖掘案件线索，重
庆公安发现我市多个经营网络赌场的
犯罪团伙，经缜密侦查摸排，查清了犯
罪团伙成员的真实身份、组织架构和作
案窝点，部署巴南、九龙坡、开州等地公
安机关组织1200余名精干警力，对7个
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全市70个抓捕点
同时收网，抓获犯罪嫌疑人453名，成
功破获网络赌博案。后循线追踪锁定

其上游犯罪团伙，发现犯罪嫌疑人冯
某、余某开办的重庆某网络科技公司，
专门为遍布全国的网上赌博网站提供
网站搭建、服务器租用、后期技术维护
等“一条龙”服务。

顺藤摸瓜，重庆公安发现，为逃避打
击，该公司将与下级赌博团伙联系的客
服人员派至东南亚长驻，形成了一条上
中下游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黑色产业
链。

随后重庆公安抽调320余名精干警
力，分赴4省市同时收网，成功抓获犯罪
嫌疑人94名，并在此基础上深入侦查，

在山西太原警方的全力配合下，捣毁3
个赌博窝点；在江苏无锡警方的全力配
合下，捣毁1个赌博窝点。

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负责人介绍，自
今年2月公安部“净网2018”专项行动部
署以来，重庆公安组建了由网安总队牵
头，多警种集成作战的“净网2018”专项
工作办公室。按照“追源头、摧平台、斩
链条”的总体工作思路，纵深打击各类网
络违法犯罪行为、全面清理整治网络乱
点、乱象，截至5月3日，共统筹指挥全市
网安部门会同相关警种侦办涉网案件
458起，清理网上违法有害信息9740条，

对789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缴获作案
电脑2200余台，手机1630余部。目前，
重庆公安正以持续高压态势将“净网
2018”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

此外，“净网2018”专项行动开展以
来，重庆公安梳理出违法犯罪活动预测
预警性线索14条，破获网上雇凶杀人、
网上预谋绑架等案件12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28名，协助湖北、广东、辽宁、湖南、
上海、浙江、河南等多地警方成功破获多
起涉网案件，相关工作受到公安部6次
通报表扬，湖北、浙江、河北等地公安机
关发来感谢信。

重庆公安破获特大网络赌博案
抓获嫌犯547名，摧毁为赌博网站提供技术、后勤支持的犯罪团伙

重 庆 环 保 督 察 在 行 动

秀山川河盖景区，高山迷雾中，道路畅通、风光秀美。
记者 谢智强 摄

和舍友发生矛盾怎么办？可以
偶尔向男朋友撒娇吗？这些人际交
往中常见的问题，6万多名大学生
在国家精品课《图说人际关系心理》
中找到了答案。

这门课程由重庆大学副教授叶
泽川讲授，在慕课平台“智慧树”上，
已有6万余名全国各大高校学生选
修。

“能不能再少一个字”

《图说人际关系心理》分为“影
响”“塑造”“冲突”“亲密”4章，共43
节课程，每节时长在10分钟左右。

“课程中的每个要点都有相对
应的图片。”叶泽川表示，图片表现
力强，可以结合关键词诠释心理学
理论的要义。

“我们会去模仿、学习别人，在
各个方面和别人相同。”讲授“影响”
一章时，一张婴儿穿着高跟鞋的图
片出现在屏幕左侧。“妈妈穿高跟
鞋，孩子产生好奇，做出了同样的动
作。”叶泽川说，每个人都无意中受
别人影响，要注意发挥自身能动作
用，规避不良影响。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叶泽川
讲授课程时没有用大段文字，取而
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关键词。“我总
是问自己能不能再少一个字。”他表
示，呈现核心要素，留下更多的诠释
空间，为的是启发学生思考。

授课生动获学生点赞

叶泽川介绍，《图说人际关系心
理》源自2014年重庆大学内部教学

网上的第一版视频。“当时我自己拍
摄视频，放到重庆大学内部教学网
上。”他回忆，当时的课程名为《社会
心理学》，11个章节和课本内容完
全对应。

课程受到关注要从传统课程搭
上“慕课”的快车说起。2015年初，

“智慧树”和叶泽川合作，将课程重
组为6章，吸引了近1400名学生选
修。2015年底，这门课程又被重组
为4章。

“要得到别人的帮助，先要得到
别人认可，而得到认可的前提是帮
助别人。”重庆邮电大学动画专业大
三学生李佳佳说，叶泽川讲授“亲
密”一章时，语言简洁生动，“对做人
做事启发很大。”

现实问题贯穿心理学课堂

男朋友总是玩游戏真烦人！女
朋友痴迷韩剧让人匪夷所思！向男
朋友撒娇会被厌烦吗？

一个个和爱情相关的感叹或问
题出现在课程论坛区域，叶泽川看
后会选择有代表性的放在见面课中
讨论。“学生们对如何恋爱其实很懵
懂，这样公开讨论的方式利于他们
正确面对恋情。”

除了爱情外，大学生在人际交
往中还有哪些问题？“大学生和舍
友、老师，以及步入社会后都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把人际关系
作为大学必修课。”叶泽川认为，大
学生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
但也要注重人际关系，不能只是闷
头读书，这样走上社会、面对问题时
才能更加从容。

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

6万余名大学生选修
国家精品课《图说人际关系心理》

本报见习记者 赵迎昭

国 家 精 品 在 线 开 放 课 程 赏 析 ②

叶泽川正在授课。 受访者供图

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以贯之的核
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有着深厚
的人类情怀。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秉承中华文明
“世界大同”“和合共生”理念，站在人类
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倡导并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
的时代内涵。

为全人类谋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价值基础；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
是马克思始终如一的目标。

目睹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资本主
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马克思提出了自己
憧憬的理想社会：消灭剥削和压迫，建立
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人们利
益相融、互为依赖，“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古往今来，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始终
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中国圣贤憧憬

“大同社会”，古希腊哲人期盼“理想国”，
而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从哲学

和科学高度，为实现这一理想指明了方
向。

100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超越民
族、国家，以全人类福祉为依归的“联合
体”思想依然启示着世界。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
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
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2013年3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命运共同
体”理念。

当今时代，人类创造出前所未有的
灿烂文明，但也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治理赤字。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贫
富差距依然是威胁人类的紧迫问题……

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马丁·沃尔
夫得出结论：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今天的
现实，没有全球共同体，人类造成的危害
将失去控制。

面对全球性的现实挑战，人们愈加
认清一个道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
其身。人类社会迫切需要超越传统国家

和民族隔阂，构建一个共担时代责任、共
享发展成果的“真正的共同体”。

人类社会向何处去？世界前途在哪
里？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
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
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
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
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017年 1月，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
平主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指引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正
确方向，在全世界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
响和共鸣。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世界
大同”“和合共生”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对
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同世界共
同发展相统一的天下胸怀和大国担当，
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作为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
径，中国提出并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在
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其他国家
带来发展机遇，提供发展思路，搭建合作
共赢、共享发展的平台。

计利当计天下利。幸福应是全人类
共同的感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和全球化潮流，合历史之法、时代之
理、现实之需、未来之势，如今已被写入
联合国相关决议，上升为国际社会的普
遍共识，成为指引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
鲜明旗帜。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穆勒评
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世界上落
地生根”。

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历经百年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今天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正顺应时代潮
流，与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为
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和合共生，同舟世界梦
新华社记者 张伟 叶书宏

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