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勇是石柱县枫木
镇枫木村小学的校长，
也是这所学校唯一的老
师。他在大山深处一干
就是 12 年，“哪怕只剩
下一个孩子，也会坚持
到底”。

一校一师 扎根山村执教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5
月5日，金勇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教室
本身并不宽敞，因为只坐了9名学生，
所以显得空荡荡的。

学生尽管少，却丝毫不影响金勇给
学生们上课的热情。他逐字逐句地教
学生们如何理解《静夜思》。

“我刚来这所学校的时候，有126
名学生、4位老师。到2019年，学生只
剩下9名，老师也只剩我一个人了。”金
勇说。

枫木村小学位于枫木镇海拔1400
米的高寒山区，环境恶劣、信息闭塞、交
通不便，条件极为艰苦。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生转到乡
镇、县城上学，村小的学生越来越少。
金勇很认同大家的做法：“村民们越来
越富裕，许多人在场镇或县城买了房，
孩子们转学出去可以享受更优质的教
育，我也很高兴。”

但还有村民没搬走，为了保证他们
的孩子能就近入学，金勇选择了坚守。

尽心竭力 倾情付出12载

虽然学校硬件设施简陋，金勇的教
学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教学质量始
终居学区同年级前茅。

用自制的“教具”教孩子们识数；用
山里的野果、野花作题材教孩子们写作
文；自学新课程，给孩子们上音乐课、英
语课……他想尽办法给大山里的孩子
们补充“营养”。

一校一师，金勇不得不“分饰”多种
角色：用电线路出问题了，他就变身电
工；桌椅坏了，他就变身木工；教具短
缺，漫山遍野找材料，制作教学道具。
金勇还自备了“小药箱”“针线笸箩”，照
顾着孩子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有困难的学生，金勇更是倾力关
心帮助。他曾翻山越岭，最远步行过数
十公里进行家访，只为建立“贫困学生
档案”，好让家庭困难的学生享受到教
育补助。

“金老师除了给我们上语文和数学
课，还教我们跳绳、滚铁环、唱歌，我们每
天来学校都很开心。”枫木村小学学生戴
玲俐说，“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我不小
心摔伤了，金老师看见了，马上拿出小
药箱给我擦药，对我们真的是太好了！”

不忘初心 照亮山里娃求学路

金勇是通过“特岗”考试被分配到
枫木村学校的。服务期满后，本来有很
多机会离开这里，去条件更好的地方工

作。“跟这些学生相处下来，感情越来越
好，望着他们对知识渴求的双眼，我舍
不得！”金勇说。

时光荏苒，十二年匆匆而过，金勇
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山里娃，而他依然默
默守在大山深处，等待着下一学年学生
的到来。

“看着一个个山里娃走出大山继续
求学，我觉得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金
勇说：“现在班里的9名学生，有3名是
贫困生，其余6名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
好，以后学生可能会越来越少。但哪怕
只剩下一个孩子，我也会坚持到底，把
书教好，让他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昂首挺胸地走出大山。”
（石柱县融媒体中心 文/图 马瑗）

12年坚守照亮山里娃求学路石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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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口县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拳整治
违法采砂行为，加强河道管理。今年全
县已开展三次大规模拉网式排查，有效
改善了水生态环境，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河砂是缓冲河道水流、涵养水源、
保护堤防与河岸的重要屏障，城口县地
处大巴山南麓，地表水系发达，河网密
布。非法采砂行为一方面改变了河势
稳定和水流方向，使得河床冲淤失去平
衡，严重威胁堤防等水利防洪设施安
全；另一方面，采砂作业会造成周边水
体浑浊、透明度降低、硫酸盐浓度和
PH值升高，对鱼、虾等水生动物造成
影响，污染水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随着城口的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对
砂石需求量激增。经测算，全县每年砂
石的用量在500万吨左右，目前能够保
障投放市场的大概只有160万吨左右，
河道采砂全面取缔后，供需矛盾相对突
出，非法采砂屡禁不止。

今年以来，城口县以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为契机，开展了三次大规模拉网式
排查，相关部门拆除违规违法砂石加工

场点78处。同时，对全县13处砂石加
工场共计31.8万立方米的囤积砂石进
行了处理；检查河道周边企业50余家
次，下达沙场停业整改通知33家。下
一步，将在生态优先、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的基本原则下，依法治水，确保
一河碧水、两岸青山，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

“针对砂石市场供不应求的现状，
相关部门已经出台系列措施，努力实现
砂石市场的供需平衡，让合法的砂石供
应完全满足市场需求，用市场杠杆让非
法采砂逐步消亡。”城口县国土资源和
房屋管理局副局长王仕东介绍，一方
面，对于河道沿线库存量比较大的乡
镇，由所涉及乡镇的集体经济组织加工
销售，同时保留交通发展有限公司已有
项目的加工设备，加工修建公路产生的
砂石，自产自用，而城开高速公路每一
标段的砂石加工生产设备仍然保留，满
足建设需求。另一方面，除修齐镇、高
燕镇、庙坝镇境内正规合法的采石场之
外，即将投放明通镇和双河乡两处采石
场。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王小玉）

城口：重拳整治违采 改善生态环境

近日，一场特别的座谈会在南川区
生态环境局召开，10家企业负责人与
驻企挂职环保干部正式建立帮扶关系。

“我们选派党组成员、中层干部、后
备干部为驻企帮扶人员，分批次开展环
保帮扶工作。”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局长
唐军说，在帮扶过程中，帮扶干部原则
上到企业挂职厂长助理，不领取任何薪
酬。遇到问题时，驻企帮扶干部为第一
责任人，工作中的相关问题由帮扶干部
与具体科室商议协调处理，复杂问题报
分管领导协调处理。

此次帮扶有10名环保干部驻企挂

职10家企业，帮扶时间每批为6个月，
帮扶人员每月至少要安排两个工作日
在企业开展工作。

据介绍，环保干部将针对企业在
生产和发展过程中的环保手续办理、
环保设施技术改造、厂群环保矛盾、环
保政策理解、污染治理等方面开展促
进帮扶工作。同时加大向企业宣讲环
保法律法规、治污技术的力度，让企业

环保认识进一步加强，提升管理水平
和治污能力。帮扶人员在工作中要制
定问题清单、帮扶计划、工作总结，帮
扶效果将纳入个人年终考核内容进行
考核评比。

方略精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前段
时间在线监测设备在监控时，会突然出
现数据异常情况，但经过检测却并无异
常，影响了公司的环保监测数据。在驻

企挂职环保干部的帮助下，问题得到及
时解决。

“环保要求会越来越严苛，这是大
趋势，也是市民的呼声，企业应该履行
好社会责任。”南川区生态环境局审批
科科长徐红阳说。此次，他挂职新嘉南
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将会督促企业坚持
绿色生产。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袁治卫）

环保干部挂职企业开展帮扶南川

“秀英，快点吃完饭，我们去跳坝坝
舞了！”5月13日傍晚，巴南区丰盛古
镇桥上村，刚吃过晚饭的村民王青菊便
开始吆喝起舞伴来。

虽然天已经全黑，但从桥上村到丰
盛古镇的这条公路却是一片光明，原来
是村里装上了太阳能路灯，把公路照得
亮亮堂堂。

自去年开始，巴南区已在农村累计
安装公共照明3400盏。

今年63岁的村民李秀英，正在路
灯下坐着与家人吃饭唠嗑。她说，以前
住在山上，路不通，吃水也不方便，后来
政府实施农民新村建设，他们就搬迁到
了位于桥上村的公路边。“房子修在公
路边，车就停在家门口，出行非常方便，
很高兴很满意。”

从桥上村到丰盛古镇的这段公路
大约1公里长，只要天气晴好，公路两
边的居民每天晚上都会沿着公路散步
锻炼身体，然后到古镇的广场上跳坝坝
舞。“以前觉得路灯是场镇居民的专利，

没有想到政府给我们也装上了路灯，还
不用交电费，日子越过越舒服了。”李秀
英笑着说。

桥上村的路灯，采用太阳能供电，
无需架设电线，白天吸收光能储存在蓄
电池里，光线达到一定暗度或到了定好
的时间，就会自动发光，节能、环保、方
便。

“现在晚上出门再也不怕夜路黑
了。”村民罗开云说，以前一到晚上，村里
漆黑一片，外出极不方便，除非有要紧
事，大家晚上都很少出门，出门则只有
靠手电筒。自从村里有了路灯以后，不
管是妇女，还是小孩，都不怕走夜路了。

“本着既不增加村民负担又能惠民
的原则，桥上村安装了太阳能路灯40
盏，让1000多名群众受益。”丰盛镇有
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巴南，和桥上村村民一样用上太
阳能路灯的人还有很多，已经装好的
3400盏路灯，照亮了他们的出行路。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巴南：乡村公路亮起3400盏太阳能灯

重庆市采矿权公开出让公告
渝矿采出字〔2019〕13号

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交易规则》、《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实施方案的通知》，现对以下采矿权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12:00-2019年6月13日12:00。公告日期内有2家以上（含
2家）申报的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拍卖时间另行通知；公告时间内只有1家单位申报的将采取挂牌出让。本次公开出让的采矿权采用网上交易，出让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竞买申请人可在公告期内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www.
cqggzy.com）进入重庆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查阅、下载。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联系电话：023-63628117，联系人：王先生。

本次公告将在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www.cqgtfw.gov.cn、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发布。

备注：
一、序号 GC19021 采矿权出让

人：重庆市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重庆市梁平区双桂街道行政中
心1号楼5楼，联系人：邓老师，联系电
话：023-53232972

二、报名网址及CA办理：
（一）本次公开出让采矿权交易报

名网址为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网
址：http://www.cqggzy.com）；

（二）竞买申请人应当办理CA数
字证书，凭CA数字证书登陆网上交
易系统申请报名、交纳保证金。CA
数字证书办理单位名称：东方中讯数

字证书认证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
南岸区复兴街9号中讯时代6-1，联
系电话：4000235888，网上自助办理
证书网址：http://os.ezca.org:8001/
easyca/netpay/，或关注“东方中讯”
微信服务号获取更多帮助。

三、竞买申请人在公告期内登录
网上交易系统并提交竞买申请后，交
易系统自动生成随机保证金帐号。竞
买申请人应在公告期内交纳竞买保证
金至随机保证金帐号，交款人需与竞
买申请人一致，保证金账户只接受银
行转账或电汇方式，不接受现金或现
金汇款，不接受代交款和个人名义交

款。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9年6月13日12:00。

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
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竞买资格，建议您
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
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如成功竞得，已缴纳的保证金可
抵作采矿权出让收益，由竞得人委托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支付至财政非税收入专户；如未竞
得，可在成交日之后1个工作日内办理
退还手续，不计利息。

四、采矿权竞买人资格要求：
（一）竞买人须为营利法人；

（二）竞买申请人属于以下情形之
一的不得参与竞买：

1.在“矿业权人异常名录”“矿业权
人严重违法名单”内；2.在自然资源部
联合惩戒备忘录或重庆市信用惩戒严
重失信主体限制或禁止申请采矿权的

“黑名单”内；3.被吊销采矿许可证之日
起2年内。

五、竞得人须在取得成交确认书
后的15个工作日内，持成交确认书向
采矿权出让人申请签订《重庆市采矿
权出让合同》，逾期未提交申请的，由
竞得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六、风险提示：

（一）采矿权投资存在有不可预计
的风险，包括出让文件所表述的有关矿
产资源情况（矿层厚度、矿石质量、储量
等）与实际开采有差距的风险，包括但
不限于安全、地质灾害防治、环境保护
等要求、对特定采矿方法、选矿方法限
制以及国家产业政策或者矿产资源规
划调整的影响、不可抗力的影响等风
险。竞买人参加竞买并提交申请，即视
为竞买人对采矿权现状和出让文件已
完全认可并自愿承担所有风险；

（二）有关该宗采矿权的用地、用
水、用电、公路、环保、基础设施等工
作，由竞得人自行负责并依法完善相

关手续；
（三）若竞得人竞得该宗采矿权

后，在办理采矿登记所需要件时进行
安全、环境评价等认定为不适宜开采
的，该宗采矿权按不成交处理。

七、其他重要提示及要求：
序号GC19021采矿权为已建矿

山，矿区范围内可采资源储量663.5万
吨，竞买申请人须认真详读出让文件、
了解矿山基本情况，竞得后除承担成
交价外，还需在签订采矿权成交确认
书后十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另行支付固
定资产投入等其他费用2029.9525万
元给原采矿权人。

序号

GC19021

采矿权名称

梁平区蟠龙镇义和村5组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地理位置

梁平区蟠龙镇义和村5组

矿种

建筑石料用灰岩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详见《网上交易出让文件》

储量(万吨)

786.1

开采面积
(平方公里)

0.1139

开采标高

+735米至+800米

生产规模
(万吨/年)

51

出让年限（年）

13

出让收益底价（万元）

1115.91

保证金金额（万元）

254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党的十九
大明确提出要“办好学前教育”“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

作为云阳县学前教育质量高地
的云阳县实验幼儿园，在发展过程
中，始终秉持“育健康人，铺幸福路”
的教育思想，坚持把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作为神圣使命，与园本课程相融
合，与主题活动相融合，与社会资源
相融合，家园携手共同提高办学品
质，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传统文化“活”起来

“哈哈，你的鸡蛋破了”“轮到我
了”“我来我来”……5月6日，一阵阵
欢声笑语在云阳县实验幼儿园中响
起。

原来，这是幼儿园在举行立夏习
俗中的“斗蛋”比赛，孩子们一人拿着
一只鸡蛋，蛋头对蛋头，蛋尾对蛋尾
对碰，蛋破下场，赢的人继续拼杀，直

至蛋王产生。传统习俗游戏的开展
让孩子们高兴得不得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蕴含着丰富生动的教育资源。作为
幼教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将优秀传统
文化根植于幼儿心田，为孩子们形成
良好品质和高尚人格奠基。”云阳县
实验幼儿园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如何通过一些幼儿喜闻乐见的
体验活动，让传统文化教育在幼儿园
落地？如何让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
感受和了解优秀传统文化……幼儿
园在实践中做了不少思考和尝试。

去年端午节，幼儿园开展了制作
香囊的习俗活动，老师们根据医生药
方提前准备了醒神、安眠、驱虫等类
型的香囊药材，然后带领孩子们用自
己的巧手制作成一个个香囊，过程
中，孩子们不仅对中医中药有了初步
的了解,也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

当家长们收到香囊后纷纷感到
意外，没想到孩子们小小年纪能懂得

感恩，而且比家长对传统习俗懂得还
多，纷纷表示会和孩子一起加入到传
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

据了解，类似将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与幼儿园课程加以融合的做法，已
成为实验幼儿园的常态。

目前，幼儿园根据幼儿年龄特
点、发展水平与兴趣爱好，构建了与

主题活动相融合的优秀传统文化园
本课程，组建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教
师团队，让“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落
到实处。

以节日、节气为契机，以典型习
俗为切入点，实验幼儿园开展各类极
具民族性、启蒙性、童趣性、科学性的
主题活动。如，清明节气的“缅怀先

烈志 传承中华魂”清明祭奠活动，冬
至节气开展的“包饺子听故事”主题
的特色活动等。孩子们通过多种形
式的活动，在游戏中学习了传统诗
词、感受传统艺术，在体验中了解传
统习俗、丰富生活经验。

家园携手“动”起来

“小朋友，我们一起来看动画，好
不好？”“大家看，人行横道线长成什
么样？”“这个小朋友在马路上踢足球
应不应该？”……

每学期，云阳县实验幼儿园都有
一个家长助教月，在这个月中，各班
充分挖掘家长资源，聘请家长助教。
他们穿着各自的职业装，用自己的职
业和专长向小朋友讲解幼儿园书本
上没有的知识。

例如，厨师家长带领幼儿做美味
的食物，警察家长为幼儿讲解自我保
护的方法，医生家长为幼儿开展健康

教育等。
“家长的智力、精力、专业能力、

社会资源，以及优质的亲子关系，能
填补教师在教学形式、策略及其他知
识领域中的专业空白。”云阳县实验
幼儿园负责人说。

如今，在幼儿园众多社会实践活
动、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都能看到家
长助教的身影。家长助教不仅带来
众多教育资源，还分担了幼儿园安全
压力，促进了家园沟通。不少家长助
教无形当中还充当了幼儿园品牌形
象的宣传员，曾有家长在孩子入园前
就把幼儿园师资情况、课程特色了解
得一清二楚，后来才得知他们是通过
家长助教获悉。

伴随越来越多的家长助教加入，
家园沟通得到加强，办园品质也得到
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刘玉梅 田丹丹 郭让好
图片由云阳县实验幼儿园提供

传统文化润童心 家园合力促成长云阳县实验幼儿园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包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