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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周松 实习生 黄振
胜）重庆日报记者5月22日15时20分从市防指了解
到，受上游强降雨影响，长江重庆段将迎来入汛以来
最大涨水过程，今年首次洪峰预计24日中午到达重
庆主城区。重庆海事局于22日9时发布黄色水上交
通安全预警，提醒各船舶提前防范，保障航行、停泊、
作业安全。

据水文部门预报，长江上游首次洪峰预计23日

23时到达我市永川朱沱水域，朱沱站将出现最高水
位203.39米（黄海高程，下同），较22日8时上涨5.07
米。长江寸滩站将于24日14时出现洪峰水位，最高
水位预计将达168.10米，较22日8时上涨6.67米。
虽然有明显涨水过程，但此次过境的长江洪峰水位均
不会超过警戒水位。

为保障航运安全畅通，重庆海事对永川界石盘
至涪陵李渡长江大桥水域实施安全预警，提醒各相

关单位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做好安全防范工作。同
时，海事部门将加强现场巡查，督促船舶和船公司
落实好防汛措施，必要时将对重点水域采取临时交
通管制。

市防指已发布预警，要求沿江区县和相关单位
高度关注此次涨水过程，加强应急值守，强化码头、
港口、船舶等沿江安全巡查及安全措施，切实做好各
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防洪及航运安全。

长江今年首次洪峰明日中午抵达主城
海事部门发布黄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高速执法部门
5月22日发布消息：22日上午10点，沪渝高速石
柱段发生11辆车连环相撞事故。现场7人受伤，
因救援及时，截至目前受伤人员均无生命危险。
另外，23日下午起，渝昆高速公路荣昌至荣昌西
路段因道路施工，将实行单道双通。

据称，沪渝高速连环撞车事故发生在石柱
段三店服务区附近，起因是天雨路滑，一辆小车
车速过快，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导致后面通行
车辆车速缓慢，但随后而来的一辆大货车来不
及减速，追尾前车造成连环追尾，11辆车不同程

度受损，7人受伤。
另外，因潼荣高速开元互通立交桥施工，渝

昆高速公路荣昌至荣昌西路段将从5月23日至6
月2日期间，封闭进城方向道路，在出城方向单道
双通；6月3日至6月14日期间，封闭出城方向，
进城方向单道双通。

高速执法部门表示，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
限宽3.2米、限长20米、限速40公里/时，禁止超
车、禁止停车。同时相关部门将根据工程进度对
交通管制时间、措施和路线予以调整，并及时发
布。

沪渝高速11辆车连环相撞7人受伤
23日起渝昆高速部分路段单道双通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交通行政执法
总队高速公路第三支队5月22日发布消息，22日
上午11时20分，由于渝湘、秀松（秀山-贵州松
桃）高速出现大暴雨，高速执法部门对沿途部分
收费站施行临时管制关闭。

高速执法部门称，由于上午持续暴雨，目前
渝湘、秀松高速的秀山收费站、玉屏收费站、雅江

收费站、边城收费站、秀山南收费站、梅江收费站
等施行了临时交通管制，管制结束时间未定。

高速执法部门提醒，驾驶员在暴雨天气驾车
须减速慢行，开启应急警报灯，然后选择就近的
收费站下道或在服务区等候天气好转再上道行
驶。如遇突发情况，可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或
96096求助。

渝湘秀松高速部分收费站临时管制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从21日开始的暴雨，让重
庆迎来凉爽。5月22日，据市气象台预计，今起天气转好，
各地多云间阴天。

5月21日12时至22日15时，我市自北向南出现一次
较强降雨天气过程，中西部及东南部地区大雨为主，局地
暴雨，东北部偏西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其余地区小雨到中
雨；全市有30个区县的612个雨量站超过50毫米，其中主
城和城口、开州、潼南、梁平、万州、石柱、荣昌、彭水、酉阳
等9个区县的64个雨量站超过100毫米；最大雨量194.8
毫米，最大小时雨强84.6毫米/小时。

降雨时伴随着大风。据监测显示，重庆主城及垫江、
合川、璧山、涪陵、巫山、武隆、大足、南川、丰都、綦江、长
寿、荣昌、永川、开州、江津、万盛、铜梁、奉节、潼南、城口、
忠县等区县的局部地区出现8-10级阵风。

降雨的同时带来降温。昨晨9时，重庆全市气温在25℃
以下，十分凉爽。主城气温仅18.4℃，一夜狂降11.6℃。

据市气象台预计，今日各地天气转好，未来三天全市
大部最高温在26℃左右。

气象专家提醒，受雨水影响，预计重庆西部及中东部
大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务必加强监测与防范，注
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及
山洪等灾害。

降雨趋于结束 今起天气转好

全市大部最高温
将在26℃左右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5月
22日，作为2018年重庆市科技活
动周系列活动之一，“科普达人秀”
决赛在重庆科技学院举行，严肃的
科学知识变身逗趣的舞台表演，让
观众在嬉笑中学习科学知识。

据介绍，此次活动吸引了重庆
医科大学、重庆科技学院、南开中学
等学校、企业的28支队伍报名参
赛，经过激烈的选拔，10支队伍脱
颖而出闯入决赛。

来自重庆中医药文化中心的参
赛队伍带来的作品《当归不当归》，
采取模拟法庭辩论的形式，以当下
大众关注的中药养身为切入点，通
过对原告方“患者”和被告方“当归”
之间故事的讲述，普及相关的中医
药知识，提高大众的用药安全意识。

据悉，大赛共设置一二三等奖

和达人男一号、达人女一号奖项共
8个，其中《当归不当归》最终斩获
一等奖。

与科普达人秀同时举行的，还
有“科技创新作品成果展示”，通过
展板、互动展品、实物模型等展陈形
式，让民众近距离地接触生活中的
科技小知识，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

由重庆科技学院师生带来的
“一触即发——垃圾焚烧发电流程”
演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眼球。

据了解，科技活动周期间，沙坪
坝区各个科普基地、社区、街道还将
结合自身特点，开展“医学之美”科
普作品及展教品大赛、路边天文夜
科普活动暨天文知识竞赛、“医学与
艺术”健康体检日、声临其境——声
音助力智慧生活、人工智能及应用
科普讲座等30余场主题科普活动。

以舞台剧讲解科学知识

“科普达人秀”决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5月
30 日是第二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这段时间，我市将陆续开展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5月22
日，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活
动已于本月陆续开始，将持续至6
月14日，主要包括举办以“创新驱
动 智慧发展”为主题的重庆市科
协2018年年会、举办庆祝新时代首
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座谈会、开
展“科普大篷车渝州行”活动等。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全国科技
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注重面向基层，助
力科技工作者实现自身价值。系列
活动包括开展科技工作者状况调

查、实施“村会合作”助力乡村振兴
战略计划（下称：“村会合作”）、开展
一线工程师创新方法培训等。

其中，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将
首次系统反映我市科技工作者的规
模、质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总体状
况，可为提高科技工作者服务工作
水平作出参考。

而“村会合作”将选出24个市
级学会与24个特选村进行“一对
一”合作，让更多科技工作者将科学
技术送到田间地头，发挥更大价
值。一线工程师创新方法培训将走
进企业，为一线科技工作者提供学
习交流平台。

重庆开展多项活动
迎接第二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本报讯 （记者 夏元）5 月
22日，重庆西站长途汽车站发布最
新的长途客运班线，乘客在该站购
买车票后，可免费乘坐交通接驳车
到主城陈家坪汽车站、四公里枢纽
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乘车。

目前，重庆西站长途汽车站配
载至陈家坪汽车站发车的班车线路

包括：四川江油、荣县、西昌、都江
堰、德阳、广汉、乐山、绵阳、雅安、眉
山、内江、江油、遂宁、贵州赤水等；
配载至四公里枢纽站发车的班车线
路包括：武隆、彭水、酉阳、贵州凯里
等；配载至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
发车的班车线路为梁平、开州、忠
县、江苏靖江等。

重庆西站汽车站
发布最新长途班线

5月22日，“科技创新作品成果展示”现场，学生正在展示“一触即发
——垃圾焚烧发电流程”。 记者 谢智强 摄

5月22日，梁平区公路管
理养护所职工正在清理塌
方。21日21时至22日11时，
梁平全区普降大到暴雨，局
部大暴雨。强降雨导致 206
省道开南路 217.1 公里处发
生塌方，50 多米长的公路路
面被 260 多立方米的泥石掩
埋，交通中断。险情发生后，
该区公路管理养护所迅速启
动抢险预案，组织装载机、挖
掘机、抢险车赶赴现场，疏导
交通和清除塌方，经过4个多
小时冒雨奋战，道路恢复通
行。

通讯员 高小华 摄

公路部门
冒雨抢通省道

好习惯 好人生 奏响幼儿幸福成长的“三部曲”

一部曲：文化
开放眼界 创设爱与文明的特色之园

谢家湾幼儿园有一面特别有意思的文化墙，这面墙不是简单的
绘制，而是用吸管、毛线、羽毛球、棋子等30多种材料做成的。“文化
对于幼儿虽然有些遥远，但我们尽量让他们去触摸、去感知”，该园
负责人谈到，就像旁边这一面世界地图墙和下面的画作，也都是孩
子们自己制作的。

之所以重视文化建设，是因为他们相信文化是教育之魂，幼儿
同样需要在有文化的环境中进行习惯培养、性格塑造，帮助他们开
放眼界、拓宽思维。

近年来谢家湾幼儿园深入践行“让爱的文明温暖世界”的办园

文化，始终把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从环境文化、课程文化、幼儿文化、教师文化等方面来构建独有的特
色文化。

在创新班级、廊道活动区布置的基础上，还创设了儿童读吧、开
心乐园、科学探究室、生活技能体验室、木工坊、陶艺吧、针线坊、蒙
氏室等功能室。这些多维度、多元化的成长空间，为幼儿一生发展
搭建好了基础舞台。

二部曲：课程
自主选课 创新助力幼儿个性发展

无论是想学主持、英语还是想学机器人、小提琴，在谢家湾幼儿
园，孩子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自主选课，并且这些课程全
部是免费的。

据了解，谢家湾幼儿园在开设健康、科学、社会、语言、艺术五大
领域的国家课程基础上，与礼仪教育、生活教育有机整合，开设了小
主持人、英语、跆拳道、机器人、小提琴、夏威夷小吉等近20项园本
课程。

可以说 20多门园本课程最大限度满足了孩子个性发展的
需求。

该园负责人介绍说，学前教育是孩子们成长的基础，创新开设
的这些园本课程着力于从“我与自己”“我与他人”“我与社会”三大
领域着手，培养孩子们各方面的“好习惯”和兴趣爱好。

在创新探索园本课程的背后，谢家湾幼儿园长期致力于学前3
至6岁孩子的好习惯培养和好性格塑造研究。在园长的引领下，市
区级骨干教师带头成立了多个课题研究组，为课程纵深发展提供了
来自教师的源头活水。

三部曲：衔接
扩宽平台 幼小协同形成育人合力

“帮助孩子们更好的从幼儿园过度到小学也是我们的重要职
责”，该园负责人谈到，这两年该园通过调研发现很多家长和小学教
师对于幼小衔接非常重视。

据悉，该园把幼小衔接内容定位在课程整合、幼儿身心健康发
展、入学前心理准备、良好习惯养成、丰富认知经验5个方面，确定了
文明礼貌、专注坚持等10个幼儿成长目标，并细化为30个培养点分
3年达成。

一方面，该园携手谢家湾小学进行了课程整合、教师互动、家园
共育工作，同时还邀请专家进行幼小衔接定期讲座。另一方面，该
园还开展了参观小学、参加升旗仪式以及多种帮助幼儿提升入学兴
趣、规范行为习惯的活动。

幼小衔接是符合孩子成长规律的一次“慢跑”。像谢家湾幼儿
园这样，让更多家长在孩子升入小学时不再焦虑，让孩子们能够充
满自信地向快乐出发，才能真正让家长安心，感受到优质学前教育
带来的幸福。

创建于 2005 年的
谢家湾幼儿园是我市
一级幼儿园，九龙坡区
一级示范园。作为一
所公办园，谢家湾幼儿
园心系民生，以“好习
惯 好人生”理念引导
办学航向，在确保孩子
安全饮食、安全游戏的
基础上，通过奏响文化
建设、园本课程、幼小
衔接的“三部曲”，实现
了幼儿园内涵特色发
展，让更多幼儿幸福
成长。

在九龙坡区社会
民意调查中，该园连续
多年荣获办学综合目
标考核一等奖，为办人
民满意的学前教育不
懈努力，在重庆乃至全
国都产生示范和影响。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九龙坡区谢家湾幼儿园提供

九龙坡区谢家湾幼儿园

园长妈妈陶燕和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