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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弟子规，
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5月25
日，南川区黎香湖镇中心校的操场上，
数十名身着古装的学生齐诵《弟子
规》。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离不开书香的浸润和优秀传统文化
的熏陶。当日。重庆市九童圆梦书香
行动暨南川区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展
示活动在这里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等联合主办。此次九童圆梦书香行动，
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光明
日报出版社和中海地产重庆分公司捐

赠的1560册书籍。光明日报出版社驻
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勇表示，今年，他们
还将为18个深度贫困乡镇的乡村学校
少年宫捐赠5万本书。除了新书捐赠，
他们还将向孩子们征集读书心愿清单，
并向全社会募集心愿清单上的书。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市
开展九童圆梦书香行动的6年时间里，
寻找到了一大批书香少年，涌现了一大
批书香校长、书香老师、书香家庭和书
香校园，出版的九童圆梦系列丛书为孩
子们读好书、好读书营造了良好的书香
氛围。

九童圆梦书香行动在南川举行

赠书5万本 书香传温暖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5月26
日，以“笔记山水之城、抒写祖国之美”
为主题的第六届重庆市梦想课堂·自然
笔记大赛开幕式暨重庆市首届社区自
然观察节活动在大渡口区中华美德公
园举行。50组亲子家庭跟随志愿者一
起感受大自然的智慧和美，用自然笔记
分享自己对祖国的祝福。

传播绿色理念
推动“山水之城、美丽之地”建设

据介绍，自然笔记大赛旨在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
育和社会教育。

本届大赛将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依托梦想课堂，
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节点，开展

“自然大巴”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系
列活动。引导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
学生、亲子家庭以手写、手绘、口述的形
式，记录从大自然中受到的熏陶与启
迪，记录家乡的发展变迁，感受祖国的
沧桑巨变。

即日起，全市青少年可以开始制
作自然笔记作品，于5月30日至9月
30日期间通过大赛微信公众号报名
参赛。同时，学校教师和自然教育机
构还可以紧密围绕生态文明教育进校
园、进社区的实际需求，以自然笔记为
手段，利用周边的公园、植物园、森林、
湖泊以及辖区校园、小区、公共绿地等
良好的自然观察地，创新开展浸入式、
互动式的主题教育活动，设计适合自
然教育的课程方案，参加大赛课程组
的角逐。

谱写自然之歌
让亲子家庭走进自然

“春风拂过果林，一切都在慢慢苏
醒，感谢大自然孕育万千生灵，伴我梦
想前行，快乐的旅行……”大赛开幕式
上，原创音乐创作人夏卷卷和她的学生
共同演绎了重庆自然之歌。这首歌曲

MV将同步在大赛微信公众号上首发。
为了呼唤更多的爸爸妈妈陪伴孩

子走出家门，走进自然，大赛联合众多
扎根重庆的自然教育和自然保护机构
谱写了重庆的自然之歌《春风拂过》，并
征集了100个亲子家庭在自然中的美
好瞬间，希望能够让公众感受到在自然
中的幸福。

社区自然观察节
从一草一木中记住家乡

走进自然，并不局限在远方。如果
善于观察，会发现小区里的绿植，校园
里的花台，甚至家中阳台的盆栽也有着
另一番景致。

活动现场，50组亲子家庭在社区
公园参加了自然体验活动：中华美德公
园的观鸟爱好者如何与小翠鸟友善相
处，让这里变成著名的“鸟坑”？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梅兰竹菊“花中四君子”，传
达了怎样的传统审美标准？

组委会还邀请了第五届自然笔记
大赛的小小自然代言人彭弋佳讲述这

些神奇的大自然的故事，并把每一个故
事都收录进语音装置里。亲子家庭一
边听故事，一边通过自然观察、自然体
验游戏，分享自然笔记作品。

“今天我给大家讲述黄葛树开花的
故事，将知识传递给了大家，我也从中
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感受到了自然植
物的奇妙，接下来会继续参与到本届大
赛中去，继续发现自然的奥秘。”彭弋佳
说。

开幕式结束后，这些语音装置和自
然笔记作品将留在中华美德公园，想要
听故事玩游戏的公众可通过手机扫码
收听，还能在现场完成自然笔记提交参
赛。优秀的作品将在自然笔记展示箱
中展出。

传递正能量
自然公益大巴开进社区、乡村

如今，自然笔记大赛已成为重庆市
最具影响力的青少年科普公益活动之
一。2018年全年开展“自然大巴”公益
课堂100余场，向秀山、酉阳等区县定

向捐赠自然观察工具包2000套和《自
然笔记大赛指导手册》10000册，为部
分深度贫困地区免费提供公益自然教
育课程。

本届自然笔记大赛，将继续组织
开展自然嘉年华“自然大巴”进校园、
进社区、进商圈系列活动；举办自然教
育教师（机构）培训、自然教育梦想沙
龙；打造自然教育实践基地；甄选“小
小自然代言人”，录制展播“重庆自然
故事”微视频；实施助力脱贫攻坚儿童
圆梦自然公益课堂项目；组织自然教
育研学实践活动，服务青少年成长教
育，不断提升生态环保意识和科学素
养，积极引导全市青少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笔记山水之城 抒写祖国之美
第六届重庆市梦想课堂·自然笔记大赛启动

扫一扫
就看到

大赛微信
公众号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融入
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市委
宣传部等11部门决定举办第六届重庆
市梦想课堂·自然笔记大赛，现面向广
大市民朋友征集作品。

一、征集时间
2019年 5月 30日—2019年 9月

30日。
二、大赛主题
笔记山水之城，抒写祖国之美。

三、大赛形式
参赛者走向户外，观察自然景物，

用手写、手绘等方式，将自己的发现、思
考、收获和感悟记录在纸上。

四、作品类型及要求
1.自然笔记作品。建议使用A4

（29.7厘米×21厘米）或正度8开（37厘
米×26厘米）大小的纸张完成作品。

2.自然笔记课程案例。围绕生态
文明教育，设计适合在学校、社区中使
用的自然教育课程。

五、评奖表彰
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委会，按照公

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进行评审。设置
若干奖项，给予适当物质和精神奖励。

六、投稿方式
1.请将自然笔记作品原件邮寄至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少年先锋报
社，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
106号互联网产业园10号楼21楼），同
时关注“自然笔记大赛”微信公众号，
进入大赛报名小程序，提交参赛作品

电子档。
2.请将自然笔记课程案例报送至

邮箱 224136349@qq.com，邮件标题
注明“自然笔记课程案例”。

联系人及电话：冯婷，13452222299。
七、参赛须知
1.所有参赛者均须确保参赛作品

为自己原创，不得抄袭或改编他人的作
品。

2.参赛作品一旦提交，即视为作者
将作品的纸质版权、数字版权和网络版
权均授予大赛主办方。

注：报名参赛详细规则及参赛作品
具体要求，详见自然笔记大赛微信公众
号。

第六届重庆市梦想课堂·自然笔记大赛作品征集启事

5月26日，大渡口区中华美德公园，学生在老师的介绍下了解植物。 首席记者 谢智强 摄

“酷暑难耐蒸桑拿，巴山原乡透心
凉；炎炎夏日何处去，生态城口等您
来。”夏日高温即将开启，“中国生态气
候明珠”城口，则是一方风景优美的消
暑避暑胜地。

地处大巴山腹地、重庆最北端的城
口，汇集高山、峡谷、溪流、森林、田园、
乡村等多种原生态元素，生物资源丰
富，生态环境优良，孕育了丰富的生态
旅游资源和农林特产资源，有秀美的田
园风光、灵动的山水风貌、浓厚的乡土
气息、淳朴的民俗风情。

这里生态环境良好，土壤富硒富
锌，水质甘醇，空气清新，年平均气温
13.9℃，夏季平均气温23.3℃，一年四季
蓝天白云常相伴，峰丛湿地绿相融，全
县森林覆盖率达68.3%，生态环境质量
和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多年位居重
庆第一，是得天独厚的消暑避暑胜地。

“当主城市民忍受着40℃左右高
温的煎熬时，城口人晚上睡觉还要盖被
子。”近年来，前往城口消夏纳凉的游客
与日俱增，中国亢谷、黄安坝、巴山湖、

“重庆北极”旅游环线……凭着独特优
越的气候条件和移步换景的自然景观，
这些地方成了大批游客前往城口消夏

纳凉、放牧身心的上佳之选。
有“小张家界”之称的亢谷，犹如古

村遗落，小桥流水、巴山人家，田园阡
陌、芳草繁花，恬静悠远、世外桃园。空
气中负氧离子浓度高达4万个/立方厘
米，森林覆盖率高达91.8%，入眼皆是
一幅幅优美写意的水墨丹青画，让人流
连忘返。

黄安坝草场地处城口县东安镇渝
陕交界处，其万顷高山草场、百里原始
森林，是国家南方草山草坡示范开发
区。芳草茵茵、蓝天湛湛、白云悠悠、牛
羊点点……抬望眼，好一幅“蓝蓝的天
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莽原之
景。夜幕降临，星月升起，乐声阵阵，篝
火熊熊，露天歌舞广场飘来烤牛羊肉和
蜂蜜美酒的浓香，让游客忍不住放开歌
喉，迈开舞步。

“一湖碧水，两岸青山。”在巴山湖
国家湿地公园蓝得透明的天空下，坐上
游艇，荡漾一湖碧水，远离喧嚣。湖畔，
五色篷伞星罗棋布，游客钓友竞相角
逐。龙舟表演是当地的传统节目，巴山
湖的龙舟，不仅仅在端午节表演，在炎
炎夏日也会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助兴。
嘹亮高亢的号子、奋力挥动的臂膊、激
情四溅的浪花，无不表达出城口人民开
怀迎客的热情。

这个夏天，去“巴山原乡·生态城
口”，定会让您“寻梦巴山而来、圆梦巴山
而归”，享受“住森林人家、享清新空气、
吸负氧离子、听巴山夜雨”的清凉体验。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刘恒旺）

城口：夏日“清凉之都”邀你消暑避暑

牢记嘱托 扶贫路上不止步
——中冶建工助力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脱贫攻坚纪实

在巴渝建筑市场上，活跃着一支
拥有“三特五甲”资质的大型建筑施工
企业，它就是屡创佳绩的中冶建工集
团有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主营国内
外大中型工业与民用建设工程，经过
54年的发展，已拥有建筑工程、市政公
用工程和冶金工程3个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拥有建筑设计、人防设计、冶
金行业设计、市政行业设计“四甲”资
质和地质勘查甲级资质。

“一体五制”
制度保障创造佳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冶建工以“一
体五制”为支撑，在全国各地建造了近
200项国家、省部级优质工程。其中，
庆铃零部件加工车间工程、大都会广
场工程、万豪大酒店工程、西永微电园
工程、中冶建工大厦工程、重庆新闻传
媒中心一期工程荣获中国建设工程鲁
班奖。

所谓“一体五制”，是中冶建工为
了规范项目管理，提高项目的盈利能
力，通过不断实践、深入思考、持续改
进，逐步形成完备的项目管理体制。

“一体”，即一级管理，专业分包，这是
项目管理的根本；“五制”即项目经理
责任制、项目成本核算制、项目招标
制、项目审计制和项目通报奖惩制，这
是项目管理的措施。

回顾发展历程，“一体五制”是中
冶建工项目施工管理中取得良好佳绩
的核心所在。数据显示，2018年，中冶
建工集团实现利润总额8.5亿元，带息

负债为零，收入利润率、资产负债率、
总资产周转率等经营指标均实现稳步
增长。

迎难而上
全力保障住房安全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位于重庆东
部、三峡库区腹心，是重庆市9个国家
级贫困区县之一。中益乡位于武陵山
区大风堡原始森林深处，是典型的“两
山夹一槽”地势，位置偏远、土地贫瘠，
全乡贫困发生率高达7.6%，远高于全
市、全国平均水平，中益乡也因此被列
为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2017年底，中冶建工人积极响应
国家脱贫攻坚号召，参与到这场大山
深处的脱贫攻坚战中。中冶建工施工
范围下辖7个村、34个村民小组、3000
多户居民住房改造，施工区域共计约
187平方公里，创下中冶建工单个项目
施工区域最广纪录。

“中益乡海拔1000多米，自然环
境恶劣。3000多栋民居分散在180多
平方公里，我们得一栋一栋摸排、了解
情况。最恼火的还是交通，施工期间
适逢道路抢修，我们准备好的材料进

不来，只能靠肩扛骡子驮。一段不到1
公里的道路，运进去都要花费两三个
小时，这是我们进场前期遭遇的最大
问题。”项目经理陈崇彬说道。

中冶建工人并没有被困难吓倒，
项目部牵头制定方案，统筹组织好人
员、材料、设备等生产要素，发扬“一天
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朴实厚重的
中冶精神，与其他施工单位做好协调
工作，见缝插针，主动作为，充分利用
仅有施工作业面抓紧施工；同时，加强

与各方协调工作，取得信任与支持，确
保了工程顺利实施，得到了村民及政
府高度认可。

做细做实
扶贫一线锤炼自我

“漂亮，漂亮，漂亮！”在谈及对加
固修缮后的房屋评价如何时，85岁的
老党员、脱贫户马培清连连竖起大拇

指，赞不绝口。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只要我身体

还行我就要搞，尽力而为嘛。”5月 9
日，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党员马培清在
她家院坝给前来拜访的中冶建工项目
青年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听她这一
席话，跟老一辈相比，我们在这里遭遇
的困难环境就算不了啥。”一名青年员
工深有感触地说。

中益乡不通天然气，最主要的能
量来源就是电。遇上停电的日子，没
泡开的方便面就能对付一顿饭。山上
天寒，即使在四五月，山风吹来，依旧
冷得浸骨；太阳一出，强烈的紫外线又
能把人皮肤灼伤。项目部几个年轻的
小伙子个个都是古铜色。这些坚守在
一线的小伙子们不忘初心、无私奉献，
勇于担当。2018年，项目部青年突击
队获得中冶建工“优秀青年突击队”荣
誉称号。

“党员干部要到脱贫攻坚的一线、
到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火热实践中历
练，经受考验，磨练党性，增进群众感
情，增强做好工作的本领”。据悉，中
冶建工以中益乡住房改造施工经验为
基础的《土木结构外立面风貌改造加
固与应用技术研究》课题已成功在中
冶建工科技立项。

不忘初心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扶贫先扶智，治穷先治愚”。这
一句标语在中益乡随处可见。由中冶
建工承建的中益乡小学里琅琅书声传
来，传到了正在小学背后民房里的中
冶建工临时项目部。

“家贫子读书。我们经常向当地人
灌输读书的重要性，教育才是真正摆脱
贫困的根本。”在项目部办公室工作的
陈崇彬说。中冶建工利用工余时间为
当地人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门技
能，靠自己扎扎实实的工作赚钱养家。
与此同时，项目员工常与当地人“围炉
共话”，向他们讲述大山外的故事，告诉
他们教育的重要性。对于家庭困难的
当地人，一起为他们想办法、谋出路，确
保脱贫攻坚战中一个也不落下。

“去年我们每人过年回家准备的
年货几乎都是从老乡这里买的。”一位
项目员工打趣说道。山路不便，每天
下山的公交车只有两班，为了帮助当
地人把农产品运出山里，项目部的车
常常成了带货运输工具。

截至目前，整个项目施工总进度
完成约85%，还剩桥梁工程、部分场镇
道路工程、沙子镇部分场镇正在施工
中，预计2019年8月底竣工验收。除
了危旧房屋改造，中冶建工还进一步
参与到当地民生与社会治理项目、易
地扶贫搬迁项目中，立志决战到最终
胜利之时，与山区人民一道共同翻越
贫困山头，建设山景如画的灿烂明天。

潘锋 杨蕾 图片由中冶建工提供

施工中的中益乡小学

5月24日—26日，彭水县的20名贫困山区儿童，与大渡口区的社工志愿者、37
中的同学一起，举行“感恩祖国感悟辉煌”——看祖国发展新变化主题实践活动，到
重庆市三峡博物馆、重庆市人民大礼堂、重庆市科技馆，洪崖洞、朝天门、大剧院等
地参观，感受时代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通讯员 张涵菓 摄

彭水山区儿童感受城市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