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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嘉陵江

10月10日，市委宣传部开展《“时
代楷模”杨雪峰学习丛书》梦想沙龙，
丛书的作者代表分享了故事集撰写和
诗歌创作背后的故事，以这样一种特
殊的方式缅怀英雄、纪念英雄、礼赞
英雄。

还原真实的过程伴随着百感交集

《热血忠诚——时代楷模杨雪峰故
事集》由程华、罗毅、王福梅、糜建国、常
克五5位作家组成创作组联袂撰写。

他们告诉大家，从今年4月初开
始，创作组进入采写状态，走访了杨雪
峰生前的战友、同事、同学、朋友、家人
和相关群众，历经二十多天时间写出
15万余字初稿，工作强度很大。到出
版之前，又反复修改，精益求精。

“为了还原真实，除了跟进已知线
索，我们还想尽办法乃至利用自己的
朋友圈去广泛搜集了解英雄事迹，目
的就是要让真实、坚毅和温暖的杨雪
峰形象还原在读者面前。”作者常克
说，他们特别关注细节，杨雪峰生前究
竟有些什么爱好？他爱读哪方面的
书？他是怎样满腔热情地帮助群众
的？他在威胁面前如何的大义凛然？
他关心战友、鼓励战友时主要说过哪
些话……作者们不厌其烦地抠细节，
三番五次求证。

而还原真实的过程，常常伴随着百
感交集。程华说，他从第一天采访开
始，很多次热泪盈眶，掌握的素材越多，
采访的细节越多，感动就越多。

王福梅说：“二十多天时间，在采访
和写作过程中，我曾经一次次被感动得
热泪盈眶”。

糜建国说：“有几次，写着写着我忍
不住哭了。”

76岁诗人甘愿三天三夜
伏案润诗

“党是太阳，你是光芒……太阳下，
你踏踏实实地守护道路，平平凡凡地闪
光……”中国作协会员、《星星》诗刊创
作奖获得者华万里写下了《党是太阳，
你是光芒》一诗，献给“时代楷模”杨雪
峰。

华万里今年已是76岁高龄，为了
保证诗集按时出版，他曾经连续三天
三夜伏案，进行统筹和修润。老人说，
杨雪峰是土生土长的渝北人，自己对
这位英雄非常崇敬。作为诗人，能够将
英雄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既是责任，
也是荣誉。“即便累点，为了英雄，我心

甘情愿。”
“通过作家们的文字，我更加了解

杨雪峰，也更懂得英雄何以成长为‘时
代楷模’。”渝中区人民法院监察室陶鹏
飞说，拿到丛书后，他还将仔细研读和
学习，传承、发扬英雄的精神，继承其未
竟的事业，沿着英雄奋斗的足迹继续前
行。

出版人第一时间向英雄学习

重庆出版集团承担了出版《“时代
楷模”杨雪峰学习丛书》的重要任务。
负责统筹丛书出版工作的重庆出版集
团科技分社社长、总编辑吴向阳说，一
般一部文学作品出版需要半年或更长
时间，而这一次他们只用了二十多天。

“时间紧，但质量绝不能打折，我们
只有一个笨办法：加班。”吴向阳说，他
们组织了二十几人的编印队伍，克服时
间紧的困难，主动把校对次数由4次增
加到6次；设计团队加班加点，提供了6
套设计方案，并精修精改，最终达到了
满意的效果；印制管理团队在国庆假期
放弃休息，深入印刷厂全面监控印制过
程，保证了图书印刷质量。

“这次丛书出版，给了我们编辑团
队在第一时间向英雄学习的机会。”吴
向阳说，在出版过程中，他们每一位出
版人都再一次被杨雪峰同志的英雄
事迹所感动，以后将以杨雪峰同志为
榜样，在平凡的岗位中作出不平凡的
贡献。

“采访的细节越多，感动就越多”
——《“时代楷模”杨雪峰学习丛书》作者代表分享幕后故事

本报记者 张莎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10
月 10 日是第 27 个“世界精神卫生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
重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发病率低
于专家测算的1%。

据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有各种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达1600多万人，有

1.9亿人终生需要心理健康服务。
“不争的事实是，心理行为异常

和常见精神障碍人数还在逐年增
多。”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说，在重
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发病率
低于专家测算的 1%，男性与女性
发病基本持平，18-44 岁发病比例

较高，其中，精神分裂症占比达
78%。

“千万不能小看心理疾病。”重医
附一院心理专家况利说，据全球疾病
负担调查估计，到2020年，常见心理
疾病将成为中国继心血管病后的第
二大疾病。

重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发病率低于1%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面对
精神障碍患者，重庆在积极应对。重
庆日报记者10月10日了解到，由重
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推出的重庆首个心
理健康在线测试系统上线，市民只需
扫二维码即可进行心理健康测评。

据市卫计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面
对精神障碍患者，重庆在全国首创了

“综治卫生双牵头”的工作机制，建立
了市、区县、街镇、村社四级联合服务
管理工作制度。同时，积极开展试点
工作，在40个区县落实患者监护以奖
代补政策，在6个区县开展免费服用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项目。

近三年来，重庆培养了近400名
精神科医师，并出台培训规范标准，卫
生、综治、公安、民政、残联等部门共同
开展横向覆盖所有区县、纵向覆盖“区
县-镇街-村社”多部门工作人员联合

培训。持续开展12320心理咨询热
线，建设了学生心理咨询和危机干预
体系。

对很多人来说，更有益的是今年

我市已完成的心理健康在线测试系统
第一期开发，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市
民只需要扫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二维
码，即可直接进行心理测评。

重庆首个心理健康在线测试系统上线
扫二维码即可进行心理健康测评

快读

首部表现青藏铁路筑路工人的京剧《天路彩虹》昨晚首演
➡10月10日晚，重庆市京剧团新创大型现实主义题材剧目《天路彩

虹》，在国泰艺术中心首演。这部京剧是该团近30年来打造的首部现实主
义题材剧目，也是京剧界首部表现青藏铁路筑路工人感人故事的剧目。

（记者 赵迎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习生 唐璨）低头看一眼手机，你
可能盲开了50米！10月10日，两
江新区与大陆集团在观音桥联合开
展2018年青年安全驾驶培训项目
公众宣传日活动。同时，《2018中
国青年注意力分散与交通事故调研
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在渝
首发。

该《白皮书》调研区域涉及重
庆、上海、杭州、济南等9座城市，对
18-34岁的青年驾驶人群进行问卷
调查。根据调研，出现10大注意力
分散行为的频率，与同乘人员聊天
占73%，调整车载设备占58%，拨

打接听电话占56%，接听发送语音
信息占49%。

更危险的是，有近30%的受访
青年未认识到驾驶中注意力分散的
危险。

公益组织和众泽益创始人王忠
平博士表示，现在不少年轻人开车
时有摆弄手机的习惯，开车时接打
手机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比正常状
态下高出4倍，追尾概率增加1倍，
大脑的反应速度比酒驾还慢30%，
注意力下降 37%，刹车反应慢
19%，变更车道的能力下降20%，
年轻人驾驶时看手机相当于70岁
的老人在驾驶车辆。

《2018中国青年注意力分散与交通事故
调研白皮书》在渝首发

与同乘人员聊天最分散青年驾车注意力

重庆出版集团23种图书获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奖
➡10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出版集团获悉，在中国版协城市出

版社工作委员会六届三次会议暨全国城市出版社社长论坛上评出的第31
届（2017年度）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名单中，重庆出版集团《重庆之眼》

《思君下渝州——探寻重庆古诗地图》等23种图书成功入围，荣获全国城市
出版社优秀图书奖。 （记者 黄琪奥）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月 10
日，重庆重点用工企业与全国职业院校
暨校企合作人才对接洽谈会在重庆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办。来自全国各
地的109所院校携两万余名毕业生资
源来渝，与我市100余家用人单位接
洽。

“此次洽谈会旨在搭建全国各地高
职院校、重庆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三方业务交流平台，促进国家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计划的落地实施，提升
人力资源服务市场服务水平，助推重庆
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工作的切实开展。”
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管委会办公
室主任刘杨介绍。

据了解，此次活动参会院校有
109 所，用人单位 100 余家，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29家。需安置就业毕业
生人数达到21524人，各家企业带来
近 5000 余个工作岗位、23000 余名

人员需求以及众多人力资源服务项
目。

在活动正式开幕前，高职院校、用
人单位便已达成10余个合作意向，解
决院校毕业生就业安置3000余名。

助力重庆引进专业技术人才

109所职业院校携两万余名毕业生资源来渝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0月
11日，大型纪录片《嘉陵江》及系列跨
媒体行动文化旅游考察活动，在陕西
凤县嘉陵江源头正式启动。由20多
名专家、学者，以及人民网、新华网、重
庆日报等10余家媒体共同组成的文
化旅游专家考察团，将历时14天对沿
江30余个市（区县）的经济、社会、文
化、产业、生态以及旅游资源等进行调
研，探寻嘉陵江流域沿线区县如何共
同“携手”，坚持走生态优先之路来实
现绿色发展。

嘉陵江全长1345千米，流域面积
16万平方千米，是长江流域面积最大

的支流。嘉陵江位于“一带一路”和长
江经济带的交汇点，贯通了陕、甘、川、
渝4省市的32个区县。嘉陵江不仅是
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走
廊和纽带，更是一个世界级文旅品牌。

此次活动由中国生产力学会策划
专家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促进
会、中央新影国际传媒以及亚洲阳光
国际传媒主办，旨在通过拍摄大型系
列纪录片《嘉陵江》对嘉陵江进行全景
展示。在创作《嘉陵江》纪录片的同
时，也开展一系列以文旅融合为主题
的跨媒体行动，活动以嘉陵江为纽带，
充分整合沿江各地文旅资源，助推“嘉
陵江文化旅游产业带”和“嘉陵江绿色
经济走廊”的形成，从而接轨“一带一

路”，融入“长江经济带”，助力探索、推
动河流流域经济快速、联动发展。活
动中，还将推选出嘉陵江“十大自然景
观”“十大历史景观”“十大人文景观”

“十大最美乡村”“十大特色美食”“十
大旅游特产”等旅游产品。

重庆日报是本次活动受邀媒体之
一。重庆日报记者将随考察团沿江而
下，对嘉陵江沿线的经济、社会、文化、
产业、生态、旅游等进行采访报道。本
报将从今日起开设“探秘嘉陵江”栏
目，全方位展示嘉陵江，在讲述嘉陵江
奇美风景背后故事的同时，展示沿江
绚丽多彩的人文风情，以及沿江市（区
县）如何通过走生态优先的路子来开
启绿色发展的时代梦想。

大型纪录片《嘉陵江》及系列跨媒体行动今日启动

心理健康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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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10月10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文明办、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秘
书处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卫生健康
行业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全国总
决赛在重庆落幕，其中，重庆有2个
项目获得金奖。

今年5月，首届全国卫生健康
行业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启动，
大赛共有151个优秀项目参赛。经

过专家评审，产生了入围大赛全国
总决赛的60个项目。

决赛则通过竞标答辩的形式，最
终评选产生项目大赛金、银、铜奖。

在获奖名单上，“重庆市急救医
疗中心‘3226’急救知识及技能培
训志愿服务行动项目”“中国科学院
大学重庆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结
爱童心’先心病关怀志愿服务项目”
荣获金奖。

首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总决赛落幕

重庆两个项目斩获金奖

重庆市歌舞团精品晚会《绽放的青春》亮相璧山
➡10月10日晚，重庆市歌舞团携精品文艺晚会《绽放的青春》在璧山

区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亮相。晚会上，《慈母手中线》等14个精品节目轮
番上演，让现场观众度过了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见习记者 宗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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