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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反问“你以为她
有两个脑袋吗”

“我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没什么不
同。”路易丝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时，对于自己试管婴儿的身份一点都
不忌讳。

1978年7月25日，路易丝在英国
降生。这位有着蓝色大眼睛、金色卷
发的小女孩立即受到所有人的关注，
因为她是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

“我刚出生的时候，很多人都问我
母亲‘她正常吗’？”路易丝说，当时母
亲的压力挺大的。有次母亲被问急
了，她脱口反问道：“你以为她有两个
脑袋吗”？

出生10个月后，路易丝开始学习
走路，聪明活泼的她逐渐改变了世人
对试管婴儿的观望或反对态度。

当她到4岁开始上学时，父母尝

试着向她解释她的出生和别的小朋友
不同，“但我觉得我和其他人一样呀！”
路易丝说，她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有
爱她的丈夫，还有2个孩子。

直到她当母亲才明白辅
助生殖技术的意义

2004年，路易丝结婚了，随后自
然受孕，成功生下儿子。

“其实，一直到11年前我自己生
下儿子后，我才彻底地意识到辅助生
殖技术对不孕症患者的真正含义。”
路易丝说，尤其是孩子对母亲的意
义。

40年前，试管婴儿技术在国际上
引起巨大的争议，辅助生殖先驱者爱
德 华 兹（Edwards）和 斯 特 普 托
（Steptoe）只能搬到奥尔德姆的克绍
医院继续他们的试验。医院距离路易
丝母亲住的地方有650公里之遥，但

她还是去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她第一次治

疗就成功了并诞下路易丝。

重庆已出生试管婴儿超
过2.5万余名

那么，试管婴儿会不会和普通婴
儿不同？市妇幼保健院专家叶虹说，
1997年，西部首例“试管婴儿”就诞生
于妇幼保健院。截至目前，医院已累
计完成治疗周期5万余个，出生试管
婴儿2.5万余名。

“我们对所有出生的试管婴儿进
行了追踪，”叶虹说，结果显示，试管婴
儿的先天畸形发病率、小学阶段受教
育程度、人格、性格等各方面都跟正常
孩子是一样的。

在智力方面，孩子的智力主要跟
父母的基因有关，更大部分是跟后天
教育有关。

“重庆辅助生殖事业已取得长足
进步，”重庆市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说，
重庆目前能开展体外授精-胚胎移植
及其衍生技术的有6家，能够开展胚
胎种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医疗机构
有2家，其中，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试
管婴儿临床妊娠率达到近60%，活胎
分娩率近50%。

据新华社福州 11 月 15 日电
（记者 许雪毅）“父亲曾把名字改
为翁振华。他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为之奋斗一生。”台湾爱国先烈翁
泽生之子林江说。

翁泽生，1903年生于台北，祖
籍福建同安。1924年毕业于厦门
集美中学，同年考入厦门大学。

1925年 7月，翁泽生经瞿秋
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他受委派到漳州、厦门建立共
产党地方组织，并当选中共闽南特
委委员，发展共产党员，创建党团
组织，指导学运、工运，创办工农运
动讲习所。1928年4月，台湾共
产党成立，翁泽生是创建人之一，
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留沪负责

“台共”和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期
间翁泽生在组织领导“八·一”反战
斗争活动中被当局以“宣传共产主
义”罪名逮捕，判刑一年，经组织营
救于1929年12月获释。

1931年，翁泽生赴两广任中
央巡视员。1932年下半年，他从
广州调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
党团秘书长，与陈云、廖承志等一
起指导各地工人斗争，成为中国工

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
1933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

翁泽生在上海被捕，后被押往台北
日本监狱。长达6年的牢狱生活
中，面对日寇严刑拷打、威逼利诱，
他始终坚贞不屈，用生命捍卫党的
组织秘密。

由于长期遭受折磨，翁泽生
肺结核严重恶化。1939年3月1
日，他获准保外就医，但已奄奄一
息，当月19日在台湾病逝，时年
36岁。

翁泽生被台湾民众公认为是
“一位有骨气的真正的爱国者”，
他的战友陈云、廖承志赞叹“他到
死还坚持着共产党员的高尚气
节”。1975年，翁泽生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

翁泽生：为振兴中华奋斗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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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协议内容获英国内阁支持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4日说，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内容

已经得到英国内阁成员支持，这是“脱欧”进程中的关键一步。特雷莎·
梅是在长达5个小时的内阁会议结束后发表上述讲话的。她说，虽然

“脱欧”进程中还会有困难与挑战，但她坚信内阁的这一决定“最符合英
国整体利益”。

快读

吴为山就任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
➡中国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就任法兰西艺术院通讯院士仪式14日在

巴黎举行。吴为山成为继著名画家吴冠中之后就任该院通讯院士的第
二位中国艺术家。 （据新华社）

“我和自然分娩出生的人没两样”
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已40岁了，她昨日现身重庆

本报首席记者 李珩

金色头发、开朗的笑容……11月15日，当世界首例试管婴
儿路易丝·布朗出现在在渝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十二次全国生
殖医学学术会议上时，现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据了解，路易丝
今年40岁了，她见证了人类在胚胎学上的重大进步。这也是她
第一次来中国。

世界首例试管婴
儿路易丝·布朗首次
来到中国。

（重庆市妇幼保
健院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
15日，中国之队国际青年足球锦标
赛在万州区打响。当晚的比赛，中
国U21男足凭借刘若钒在开场阶
段的进球，1比0小胜泰国U21男
足，取得本次比赛开门红。

作为主帅希丁克的首秀，此次
在万州集结的U21男足，几乎涵
盖了该年龄段最好的球员，重庆籍
球员杨立瑜、曹永竞名列其中。面
对来自东南亚的泰国U21男足，
希丁克主力尽遣，包括黄政宇等球

员均进去首发。
开场之后，中国U21男足很

快占据了比赛主动。第9分钟，在
接到陈彬彬的传中后，刘若钒右脚
将球停下后，冷静晃过后卫，左脚
低射破门！帮助中国取得领先。
最终，中国U21男足1比0小胜泰
国U21男足，取得此次青年足球
锦标赛开门红。

根据赛程，中国U21男足将在
接下来的比赛中，先后迎接冰岛U21
男足和墨西哥U21男足的挑战。

中国U21取得开门红

本报讯 11月17日，巫山国际红
叶节国际攀爬大赛开赛啦！24名来自
国内外的攀爬高手，将正式挑战位于巫
山神女景区内高222米的世界最高崖
外电梯。届时，大家可以亲临现场，看

“蜘蛛侠”们飞檐走壁，参与现场互动直
播，十万大奖等你拿；乘坐体验世界最
高崖外电梯，看醉美巫山红叶。

世界最高的崖外电梯正
式迎客

目前，该世界最高的崖外电梯修建
完毕，已经准备迎客。这座依山体垂直
建设的观光电梯，主体结构为钢构结构
框架支撑体系，外立面全是明镜光滑的
玻璃，其底坑位于神女溪上游的山脚，
顶部至黄岩游客中心，能让游客从山腰

至山顶将整个神女景区的景色一览无
遗，也能快速从神女溪上游到黄岩游客
中心。

20名国内外“蜘蛛侠”发
起挑战

比赛即将到来，主办方多次对比赛
中人员安全、线路安全、周边安保等进
行确认。主办方介绍，11月16日，由业
界顶尖专业人士，曾获得英国工业绳索
技术协会认证IRATA一级资质、中国
TOP竖洞中唯一国人自主探洞的刘
佳，将对整个比赛线路进行安全复查以
及安全架设。

主办方还透露，除了后方安全保障
有顶级专家护航以外，10名来自全球
各地的攀爬高手也是非常值得期待，这

10名“蜘蛛侠”来自俄罗斯、乌克兰、肯
尼亚、法国、捷克、埃及等国。

当然国内参赛队员，例如重庆洞穴
探险队队员李豫龙、国家体育总局职业
户外教师王明龙、2016年成功个挑战
世界最高洞穴大厅姜维丽、曾在英国
Peak District地区探洞的罗佳等选
手参赛，也是本次挑战赛观看的亮点。

看直播、转发新闻得十万
大礼

挑战赛当天，华龙网将进行赛事全
程直播，大家观看直播、分享比赛新闻
信息，或将本条新闻分享到朋友圈，就
可以前往中昂新天地售房部参与抽奖，
1500份洗衣粉、1500桶食用油、100床
棉被、5台电视机等价值10万元的奖品

你来拿，百分之百中奖！每个微信号限
抽奖一次（抽奖活动解释权归中昂新天
地），奖品于2018年11月19日开始领
取，咨询电话：02385526666。

神女溪水陆环线开通
新玩法看红叶

11月16日，第十二届中国长江三
峡（巫山）国际红叶节正式开幕，长江沿
岸、神女山满山火红的红叶热情迎接大
家的到来。届时，游客看完国际攀爬大
赛，还可乘坐世界最高222米的崖外电
梯一览红叶美景，游览玩耍神女景区水
陆环线，立体游三峡，体验巫山看红叶
的新玩法。

（本报记者）

世界各国“蜘蛛侠”明日挑战全球最高崖外电梯

看国际攀爬大赛直播 十万奖品等你拿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
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近日发
布。针对“入园难”“入园贵”等困扰老
百姓的烦心事，意见开出“药方”，明确
了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原则、
目标和具体举措。

强调普及普惠
2020 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达到80%

学前教育资源尤其是普惠性资源
不足，是目前学前教育面临的客观问
题。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
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达到80%。

高收费民办园四处可见，公立园
“学位难求”是目前各地普遍存在的情
况。意见提出，着力构建以普惠性资源
为主体的办园体系，坚决扭转高收费民
办园占比偏高的局面。按照实现普惠
目标的要求，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偏低
的省份，逐步提高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到2020年全国原则上达到50%。

扩大资源供给
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办园，规范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使用

意见提出，充分利用腾退搬迁的空
置厂房、乡村公共服务设施、农村中小
学闲置校舍等资源，以租赁、租借、划转
等形式举办公办园。鼓励支持街道、村

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
是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公办园，在为本单
位职工子女入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
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

不少小区入住多年，承诺中的配套
幼儿园却迟迟不见踪影。意见规定，
2019年6月底前，各省（区、市）要制定
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配套
幼儿园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办成公办
园或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不得办成
营利性幼儿园。对存在配套幼儿园缓建、
缩建、停建、不建和建而不交等问题的，
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办理竣工验收。

健全成本分担机制
合理确定公办园收费标准，加

强对民办园收费价格监管

月收费不到千元的公办园和天价
收费的民办园今后都将面临价格调
整。意见提出，根据办园成本、经济发
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
定公办园收费标准并建立定期动态调
整机制。民办园收费项目和标准根据
办园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合理确定，
向社会公示，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
督。地方政府依法加强对民办园收费
的价格监管，坚决抑制过高收费。

加强师资建设
依法保障幼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

师资是学前教育的一块“短板”。

意见提出，要严格依标配备教职工，依
法保障幼儿园教师地位和待遇。要认
真落实公办园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
策，统筹工资收入政策、经费支出渠道，
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工同
酬。民办园要参照当地公办园教师工
资收入水平，合理确定相应教师的工资
收入。

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幼儿教师，意见
提出，扩大本专科层次培养规模及学前
教育专业公费师范生招生规模。大力
培养初中毕业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学历
的幼儿园教师。

对于备受关注的师德师风建设，
意见也作出严格规定，要求通过加强
师德教育、完善考评制度、加大监察
监督、建立信用记录、完善诚信承诺
和失信惩戒机制等措施，提高教师职
业素养，培养热爱幼教、热爱幼儿的
职业情怀。对违反职业行为规范、影
响恶劣的实行“一票否决”，终身不得
从教。

遏制过度逐利行为
民办园应每年依规提交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

根据意见，现有民办园根据举办者
申请，限期归口进行非营利性民办园或
营利性民办园分类登记。

意见规定，民办园应依法建立财
务、会计和资产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设置会计账簿，收取的费用应主

要用于幼儿保教活动、改善办园条件和
保障教职工待遇，每年依规向当地教
育、民政或市场监管部门提交经审计的
财务报告。

提高保教质量
国家制定幼儿园玩教具和图

书配备指南

哪些玩教具和图书适宜进入幼儿
园？评判幼儿园保教质量依据什么标
准？意见提出，国家制定幼儿园玩教
具和图书配备指南，广泛征集遴选符
合幼儿身心特点的优质游戏活动资
源和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生
活特色的绘本。国家制定幼儿园保
教质量评估指南，各省（区、市）完善幼
儿园质量评估标准，健全分级分类评
估体系。

严格依法监管
实行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

意见明确，加强办园行为督导，实
行幼儿园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制度。幼
儿园提供虚假或误导家长信息的，纳
入诚信记录。对存在伤害儿童、违规
收费等行为的幼儿园，及时进行整改、
追究责任；造成恶劣影响的，依法吊销
办园许可证，有关责任人终身不得办
学和执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入园难”怎么破？“入园贵”如何解？
——聚焦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若干意见七大亮点

新华社记者 胡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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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4日，国网重庆市
区供电公司举办 2018 年度
QC成果发布会，集中展示了
该公司14项职工创新成果，持
续推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
该公司领导及多名专家组成的
评审组现场指导并作了精彩点
评。

无人机线路巡视信息管理
平台的研制、降低高压开关柜

接地刀闸电磁闭锁线圈故障
率、提升远程费控业务管控水
平……发布会上，市区供电公
司 14 组 QC 发布成员利用
PPT与现场演示等方式对所选
课题进行了详细阐述。评审组
针对感兴趣的问题与发布人员

进行现场沟通，共同促进这些
QC成果更加完善。经过现场
评审，输电运维一班QC小组
《无人机线路巡视信息管理平
台的研制》和九龙营配低压用
检QC小组《窃电处理软件研
制》两个项目获得一等奖。

市区供电公司一直以来高
度重视职工创新活动。2018
年，在电力行协的大力支持下，
市区供电公司各车间部门共同
努力，QC活动硕果累累，获得
了多项QC成果奖。QC活动
的开展激发了员工的创新活

力，增强了班组团结协作意识，
充分展示了市区供电公司创新
风采、创新活力以及科技兴企、
科技强企的战略眼光，彰显了
企业实力。该公司将继续发扬
创新精神，把创新与实际工作
结合，围绕重点工作探索出更
多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
新发明，为公司发展作出更大
贡献。 秦雪

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发布14项QC成果
机构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万州本部第一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亚明

机构编码：000020500101001
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五桥）万川大道236号2层1单元202室

成立日期：2011年04月18日

邮政编码：404120 联系电话：58138729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

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发证日期：2018年10月09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5 日 电
（记者 胡浩）针对日前媒体曝光
的多家酒店使用脏抹布、脏浴巾或
脏海绵擦拭杯子、洗手台、镜面等
问题，文化和旅游部15日回应表
示高度重视，对涉事酒店进行了排
查，立即责成上海、北京、福建、江
西、贵州等五省市文化和旅游主管
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据了解，上海市旅游局目前正
在核实调查，对证据确凿的涉事酒
店，将积极协调各相关执法部门予
以严处。北京市旅游委15日下午

约谈了涉事的四家北京酒店。福
州市旅游委15日下午对涉事酒店
进行了现场取证。贵阳市旅游委
正在对涉事酒店进行核实调查。

文化和旅游部要求，各级文化
和旅游主管部门要举一反三，高度
重视旅游服务质量监管工作，引导
企业诚信经营、规范经营，对严重
影响旅游服务质量的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旅游企业
要强化市场主体和诚信主体意识，
自觉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维护品牌
价值。

文化和旅游部：

已责成五省市调查处理酒店卫生问题

新华社利雅得 11 月 15 日电
（记者 涂一帆）据沙特阿拉伯
国家通讯社15日报道，沙特检察
机关当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
了沙特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的最
新调查结果，认定卡舒吉死于谋
杀。

调查说，沙特前情报总局副局
长下令，由一组人前往土耳其劝说
卡舒吉返回沙特，若劝说无效可使
用武力将其带回国。这支由15人
组成的小组包括谈判人员，情报人
员和后勤人员，其中一名卡舒吉的
前同事担任谈判工作负责人。一
名前沙特官员对小组表示，卡舒吉
与敌对势力有牵连，在海外对沙特
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建议将卡
舒吉劝说回国。

调查说，在小组人员与卡舒吉

发生肢体冲突后，卡舒吉被注射了
大量药剂，导致死亡。卡舒吉死后
尸体被肢解，并由5人将尸体运送
出领事馆。

沙特检察机关确认了案发后
穿着卡舒吉衣服离开领事馆的人，
还确认了与领事馆摄像头失效有
关的负责人员。

卡舒吉遇害前为《华盛顿邮
报》等多家媒体供稿，他于10月2
日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办理结婚相关手续后再也没有出
来。10月20日，沙特检察机关宣
布，经初步调查，卡舒吉在领事馆
因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而死亡；
18名沙特籍涉案人员被捕。10月
25日，沙特总检察长萨乌德说，从
土耳其方面提供的信息得出结论，
卡舒吉死于“谋杀”。

沙特公布卡舒吉遇害案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