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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北区洛碛镇箭
沱村，近来总是有无人
机、无人船这些科技产品
出现。这里是长江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试点工
作现场。作为全国两个
试点城市（区）之一，渝
北区将初步构建并逐步
完善入河排污口信息系
统。

近日，荣昌区龙集镇清河村村民
杨显贞来到“清听之声”有声图书角，
用手机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
旁边的二维码上扫了一下，戴着耳机
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了起来。

这是龙集镇积极探索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的一项成果，也是荣昌区首个
农村有声图书角，旨在打破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和优势，
通过智能手机和耳机，让村民们获得
更加丰富的知识和信息。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
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
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
羞愧……”听着《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杨显贞已经能灵活地操作读书软
件的界面，扫码选择自己想听的书籍
和片段。

就在十分钟前，杨显贞还在疑问：
“什么是扫码？”

村干部曹思肖说：“年轻人觉得轻
而易举的手机听书，村民操作起来还
是有一定的困难，需要通过有声图书
角的平台来进行引导。”

“清听之声”有声图书角，为村民
推荐了《四世同堂》《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弟子规》《乡村教师》《北平无战
事》等8本精品书籍，每本书卡的旁边
都有一个二维码，连上图书角提供的
无线网络，用手机扫码，就能免费下载
收听书籍。图书角的墙上还张贴了具
体操作方法，教村民下载使用听书软
件。

由于部分村民没有智能手机，该
村特地购买了平板电脑供大家收听使
用。不会使用的，就由图书角工作人
员一步一步进行引导。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杨显贞很
快就能自己独立操作了。杨显贞说：

“学会了这个，以后可以一边干活一边
听书，还能用手机给孙女讲她喜欢的

故事。”
村里已经有了农家书屋，为什么

还要打造有声图书角？
和不少村子一样，清河村也有农

家书屋，但始终存在局限性。曹思肖
介绍，一方面，有的老年人和小孩不识
字，加上实体书籍价格高，每个村子的
书籍储量有限，想找到每个人感兴趣
的书籍是件难事；另一方面，村民平日
里家务和农事缠身，很难坐下来静静

的看书。
“有声图书角的上线，有效解决了

这些问题。”曹思肖说。有声图书角涵
盖了中国文化、名著经典、名人传记、
历史故事、世界童话等16个大类，每
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的书。
此外，图书角会定期更换书籍封面图
和二维码展板，吸引更多村民前来体
验。

听说村里打造了有声图书角，杨

显贞放下家里的活就来了。以前就喜
欢看书的她说：“看书少了，晓得的事
情也少了，跟不上时代，年轻人摆龙门
阵都插不上话。”

70岁的村民张大玉平日里也喜
欢看看书报。图书角上线后，他就成
了这里的常客：“活到老、学到老，多了
解些新鲜事物总有好处。”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文／图
郑光慧 明月）

首个农村有声图书角上线
荣昌清河村村民扫描二维码即可听书

“黑科技”加入

助力排查精准高效

一大早，渝北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
副支队长李光军和同事们，从箭沱村坐
快艇沿江而下。在快艇上，一名技术人
员拿出了无人机开始进行航拍。

随着技术人员按下遥控上的启动
键，无人机开始上天工作。“通过无人机
上安装的仪器，我们可以采集到这一片

的高清图像和样本数据，为下一步的排
查、溯源和整治奠定基础。”李光军说，区
生态环境局在国家生态环境部执法局、
华南环境工程研究所的带领下，使用了
无人机、无人船、管道机器人等先进装
备，形成了“海、陆、空”立体排查体系。

来到洛碛场镇，执法队员下快艇开
展现场入江排污口的污水样本采集。
只见一名执法队员前往排污口采集水
体样本，另一名执法队员则从工具箱中
拿出了一根吸管大小的试剂袋。两名
队员将采集的水体吸入袋内，静置五分
钟，试剂袋里水体样本立即呈现出了颜
色。最后，队员们拿出比色卡，根据颜
色写下相关数据，整个检测从倒入到得
出结果只花了五分钟时间。

“这是我们最新采购的国际先进的
快速监测试剂。”李光军说，以前，需要
执法人员现场采集样品，然后拿到专业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最快也要三个工作
日才能出结果。而现在，执法人员可以
现场出结果，为后期溯源打下基础。

量身定制
协助开发排查App

这边执法人员正在对采样的水进

行检测，那边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应急
大队队长王聪已经拿出了手机开始现
场“办公”。

只见王聪打开手机，点开了一款
App，手机自动定位具体方位。王聪
根据App提示依次填写排污口排放方
式、排污口周边环境，并从左、中、右三
个方向拍摄排污口水流向。

“这是我们协助生态环境部针对重
庆自然环境研发的一款 App，通过
APP可以现场办公。”王聪介绍说，以
前每次现场巡查后，他们都要回到单
位，用文档写下现场情况，不仅费时而
且可能还不规范，现在有App现场填
写，准确且效率高。

作为全国试点城市（区）之一，渝北
为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工
作程序和技术规范，推出了许多创新举
措，协助生态环境部开发App仅仅是
其中一项。

为了保证调查样本更准确，渝北区
在国家规定的外延2公里的要求基础
上再拓宽3公里。“当然，这个5公里只
是一个概数，最终还是要根据排查情况
来确定。”王聪说，在排查中，将从产业
布局、排污特征等实际情况出发，如果
排查沿岸无排污口或污染企业，那么可

只外延5公里，如果排污口较多,或5
公里外有工业园区，那么就必须做适当
延伸。

摸清底数
7天完成航拍排查

实施长度18.1公里，宽约5公里，
共9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排污口排查，
需要多少天？

渝北给出的答案是7天。其中，航
拍3天，人工排查核实4天。

目前，所有数据已经全部传回生态
环境部进行数据解析。接下来，渝北区
将迎来生态环境部从全国抽调的82名
人员和全市各区县抽调的45名人员，
一同开展人工排查。

人工排查期间，将通过实地考察、
对无人机航拍排污口核实、现场演练，
全面掌握渝北区长江入河排污口数量、
分布及特点等信息，确保排查全面准
确、真实可靠；同时建立排污口名录，并
基于排查成果，制订长江入河排污口名
录，逐一落实长江入河排污口编码、坐
标、特征、照片等相关信息，初步构建并
逐步完善入河排污口信息系统。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杨荟琳）

“黑科技”让排污口无处遁形
渝北“海陆空”排查，建立完善长江入河排污口信息系统

近日，在巴南区举办的2019中华
山水茶道文化节·巴渝文化论坛上，重
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提出一个
响亮的观点：巴南是巴地的继承人，有
责任高举巴渝文化大旗！

巴南为何是巴地的继承人？
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316年，秦

灭巴后，在现今的渝中区设置巴郡。公
元前314年，秦国在今渝中区设置江州
县，之后更名垫江县。公元561年，垫
江县更名为巴县，巴县由此得名。

“巴人最早出自羌姜族群，聚居汉
中盆地。”论坛上，著名学者、专家王川
平根据对巴文化的长期研究和梳理，理
清了巴人的“来龙去脉”。

1994年巴县撤县建区时，区名最
终保留了“巴”字。如今，在史称巴国故
地的重庆，巴南成为了重庆38个区县
中唯一带有“巴”字的行政区。

人们常常讲述“巴渝”，其中，“巴”
和“渝”又有怎样的关系？

“江州重庆城，是嘉陵江边的城，嘉
陵江水又称渝水，隋唐时期，重庆便被
称为渝州。”王川平说，重庆古称巴，简
称渝，“巴渝”由此而来。

王川平说，重庆直辖以后，重庆8.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叫巴渝大地，3000
万重庆人民叫巴渝儿女，重庆的文化叫
巴渝文化，所以“巴”是巴渝文化的根之
所系，魂之所在。

巴南区博物馆有一幅《巴南区历史
与当今行政区划图》，其上“巴国——巴
郡——巴县——巴南区”的行政区域变
迁脉络清晰可见，并印证了巴南与巴国

“血脉相传”，也在向巴南人诉说：这里
是巴地的继承人。

作为巴地的继承人，巴南积淀了源
远流长的巴渝文化、彪炳史册的革命文
化，并孕育了巴南人“坚韧顽强、开放包
容、豪爽耿直”的品格。

“写下了‘雷霆之声’的《革命军》，
提出了建立‘中华共和国’的25条政
纲，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是从巴南走出
的先进中国人、先进重庆人的代表。”周
勇说，巴南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滋养孕
育出了辛亥革命先驱杨沧白、著名红军
将领汤慕禹、新中国第一位驻外女大使
丁雪松等一大批革命先辈。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伍凤秋）

巴南：坚守“巴”字 传承历史

中央、东方、MINI……出现这些字
眼的楼盘、小区或大型建筑物地名，将
被纳入清理整治范围。涪陵区启动清
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重点整治“大
（刻意夸大的大地名）、洋（崇洋媚外的
洋地名）、怪（怪异难懂的怪地名）、重
（重名同音的重地名）”地名。

此次清理整治工作将对标注不规
范的地名标志、道路交通标志等公共标
志牌进行更换；对涉及不规范地名信息
的身份户籍、不动产登记、工商注册登
记等证照上的地名地址信息予以变更；
清理房地产广告、户外标牌标识、互联
网地图等载体上的不规范地名。

涪陵区8个部门联合成立了清理
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领导小组，通过社

会征集、调查核实等方式，了解不规范
地名数量、分布等底数详情，最终确定
不规范地名清单并及时向社会公示。

对列入清理整治清单的不规范地
名，根据地名管理有关规定分门别类进
行标准化处理。对逾期不配合整改的，
由地名主管部门或专（行）业部门联合
相关职能部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命名
更名。

截至目前，涪陵区已完成摸底排查
并确定了拟清理整治的不规范地名清
单，将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标准化处理
工作，9月底前完成地名标志、道路交
通标志等相关公共标志牌及户外广告
标牌、地图领域中的不规范地名信息清
理任务。（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周庆）

涪陵：“大、洋、怪、重”地名摸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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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又有9所“高颜值”学校建成投用

“真漂亮，小孩能在这样的环境读书上学
让人舒心。”去年开学报到，家住渝北区龙山
中学附近的家长老于看到学校改建后的新貌
特别兴奋，和孩子一起围着校园转了好几个
来回。

这样“高颜值”的学校，最近几年在渝北
区还有不少。据了解，渝北区近3年新建投
用学校9所，新增学校占地面积363759.5平
方米，新增学位20460个，更多学校发生由内
到外的蜕变。

龙山中学
课改教研齐发力 激活教育发展新动能

2017年开始，渝北区政府投入2700万
对龙山中学进行升级改造，改建后的学校硬
件设施设备一流，配齐了篮球场、羽毛球场、

乒乓球场和300米塑胶运动场，建成渝北最
好的网球馆。

在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学校教学质量
也有提升。

学校的课堂教学上，以自主合作学习为
主要方式，通过“知、懂、会、悟”，点燃、发展、
生成和共享智慧，形成智慧共生课堂。德育
方面，学校构建了“自主体验式”德育课程体
系，实行班级自主化管理。该德育课程还成为
全渝北区班主任培训课程，并在2017年重庆
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评比中荣获三等奖。

教育科研成为学校教育发展动力。近两
年来，该校的市级课题《初中智慧共生课堂教
学模式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德体
系研究》和区级课题《蝶恋花智慧共生课堂模
式研究》、《班级自主化管理策略研究》稳步推
进，增强了学校发展动力。

学校十分重视艺体活动。设置了武术
队、合唱团、篮球队等16个社团，每年举办

“多彩龙山艺术节”。学校还是重庆市体育项
目传统学校，多次荣获渝北团体总分第一名，
多次代表渝北区参加重庆市中学生田径运动
会，荣获团体总分前三名。

汉渝路小学
打造“四张名片”彰显品牌特色

4年前，渝北区投入3500万，完成了学校
的改扩建工程。新建教学楼、综合楼及车库
5700平方米，改造2栋旧楼，并配齐录播室、
创客室、校园电视台等设备设施。

学校变漂亮了，教学质量也逐步提升。
该校围绕“习礼·尚雅”的办学理念，打造“书
香汉小”“研学汉小”“体育汉小”“智慧汉小”
特色校园名片。

研学汉小。学校开设不同的研学课程：
一年级体验职业活动；二年级寻找童话故事；
三年级开展“欢乐田间游”……让孩子们在

“研学汉小”之中，增长知识，感受童年的欢
乐。学校成为重庆市首批“研学旅行试点
校”。

书香汉小。学校每天坚持“晨诵、午读、
暮省”，每周开展“好书共享”，每月举办阅读
沙龙，让孩子们进行读书交流。此外，每学期
都有阅读展示活动，每年一次阅读节活动。

体育汉小。该校是首批重庆市传统体育
项目学校，重庆市花式跳绳特色学校。在大
课间和“2+2”都设计了跳绳这一活动环节，
到目前为止，学校获得全国、市级跳绳比赛单
项奖已经有1千多个。

智慧汉小。学校是第一批国家级“智慧
校园示范校”。学校智慧校园平台实现教学、
教研资源汇聚共享，此外，学校建立了创客实
验室，开设创客课程，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伴随教育迈入新时代，汉渝路小学这4
张名片更加熠熠生辉。

黄炎培中学
问学悟思 夯实学子人生根基

渝北区黄炎培中学校办学历史悠久，其
前身是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渝
校。

在渝北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学校投资
2.19亿元，建成标准化足球运动场，室内篮球
馆等；智能化教室、多功能实验室，资源丰富
的图书馆、电子阅览室以及学生公寓等功能
配套。

智慧校园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校园常态
化录播系统、校园电视台系统、未来教室系统
等14大子系统为广大师生提供了卓越的资
源保障。

学校秉承“问、学、悟、思”的办学理念，特

色发展日益彰显。科技创新大赛小发明项目
获重庆市一等奖，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获
重庆赛区团体一等奖，学校随笔写作、书画、
手工制作、剪纸等各类兴趣小组给学子提供
了个性发展的广阔舞台。

名师队伍也崭露头角，有郑宣谊等多名
教师在全国随笔写作大赛中获一等奖，并到
全国各地上示范课和经验交流；唐忠建、陈
丹、徐颖、段亚琼等多名教师获得教育部、重
庆市赛课和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近两年
有200余名师生获得市、区不同层次和类别
奖项。

学校也被评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重庆市第一批智慧校园建设示范校，渝北
区“党风廉政建设基地”、“文明礼仪示范学
校”、“最佳文明单位”、“绿色学校”、“特色学
校”等。

谭茭 万芮杉 李达毅

渝北区新建校舍一隅

2018年完成46所幼儿园装修及5所幼

儿园回收，新增学位 10530 个，完成投资

11439.36万元。

2018 年在建学校 12 所，估算总投资

205132 万 元 ，建 成 后 新 增 占 地 面 积

641366.35平方米，新增学位28770个。

2019年计划新开工学校10所，估算总投

资374288万元，新增学位223310个。

数读渝北>>>

硬件提档升级 教育质量提升

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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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都不满意他，当事人又不
愿意主动辞职，我们实在是左右为难，
建议书来得太及时了……”当重庆市綦
江区石壕镇党委书记池小伟收到区纪
委下发的《纪律检查建议书》时，心里如
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池小伟口中的这份建议书，为正在
苦于如何启动免职程序、对群众有所交
待的镇党委解了燃眉之急。而建议书
所提到的当事人，正是石壕镇长征村原
村委会委员、综治专干赵福元。

办案人员了解到，赵福元曾因打了
村民赵久荣一耳光，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赵福元任职期
间曾数次与村民发生争执，进而殴打村
民，尽管最终都达成和解，但其霸道的行
事作风让当地群众颇有微词。

“处分虽然是处分了，但是人还在岗

位上工作，大家还是怕他，啷个办嘛！”挨
打当事人赵久荣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綦江区纪委充分发挥纪律检查建
议书纠偏矫正的功用，郑重向石壕镇党
委提出建议：赵福元任职期间多次殴打
他人，对待群众态度恶劣、工作方式简
单粗暴，损害党群干群关系，造成不良
影响，建议按程序免去赵福元石壕镇长
征村村委会委员、综治专干职务。

一纸建议的落地，终于让赵福元
“下课了”，群众满意了。

为了保证纪律检查建议书更好地
落地落实，今年綦江区纪委同步建立了
问题整改台账，在出具建议书之际，明
确整改时限、责任人员、结果反馈。同
时，还以电话提醒、现场督导等方式，关
注事情进展，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綦江区纪委 黄婕)

綦江：纪检建议落地 村干部被免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