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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5月30
日下午，文化行走·阅读中国——迎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城联
读活动全国启动仪式暨聂震宁专题讲
座，在重庆图书馆二楼学术报告大厅
拉开帷幕，400多名市民齐聚重庆图
书馆，见证活动启动，并倾听了由第十
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
长聂震宁带来的《改变，从阅读开始》
讲座。

据悉，文化行走·阅读中国——迎
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城
联读活动启动仪式，由重庆市委宣传

部、重庆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
青团重庆市委等单位指导，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重庆图书馆、重庆润知远洋
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该
活动旨在通过在全国选择重庆、深圳、
延安等70个与新中国有特殊关联或
有独特地域文化特征的城市，进行城市
联合阅读行动的方式，在各地掀起阅读
高潮。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近年
来，我市在“书香重庆”建设方面取得了
丰硕成果。“通过年均举办全民阅读活
动8000场次，基本形成全民阅读‘一区

一品牌、一县一特色’的活动体系；通过
修建43个公共图书馆、1014个文化
站、10201个村（社区）文化室（含农家
书屋）、3000余个文化大院（农村文化
中心户）、35个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主
城区 16 个）、1147个图书馆分馆的方
式，实现了公共阅读阵地城市全覆盖。
在近日公布的城市公共阅读服务指数
排行榜上，重庆位列前十。”市委宣传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

“日益浓厚的书香氛围也是我们把
70城联读活动全国启动仪式放在重庆
的重要原因。”韬奋基金会阅读组织联

合会秘书长徐升国表示，希望通过该活
动的举行，能进一步助推“书香重庆”建
设，让阅读成为重庆经济、文化、社会发
展的强劲动力。

启动仪式后，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以《改变，
从阅读开始》为题，向到场的400多名
观众分享了他对阅读的认识。聂震宁
表示，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样的阅读形
式，内容永远是阅读的重点。“所谓内容
为王，就是要求我们在选择阅读内容的
时候，不仅要选择经典，更重要的是要
学会选择版本和译者。”

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城联读活动在渝启动

5月30日下午，“文化行走·阅读中
国”——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70城联读活动全国启动仪式暨聂
震宁专题讲座，在重庆图书馆举行。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
长聂震宁以《改变，从阅读开始》为主
题，与到场观众分享了他对阅读的看法。

网络日益发达的时代，我们应如何
更好地阅读？对于碎片化阅读，我们应
如何看待？讲座结束后，重庆日报记者
对聂震宁进行了专访。

“忙时读屏，闲时读书。”聂震宁说，
全民阅读和全民健身同等重要，全民健
身强化的是外在体魄，全民阅读强化的
是内在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书
决定着一个人的修养和气质，文化是从
阅读开始的。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阅读呢？在
聂震宁看来，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学会”
快读”。“这里的‘快读’并不是简单的囫
囵吞枣，而是要求我们在阅读之时不再
计较一句一词之得失，进而迅速地了解
一本书的主要内容，更好地培养自己的
阅读能力。”

“唯有学会‘快读’，才能更好地进
行‘慢读’。”聂震宁表示，这要求我们在
选择图书之时，多选择几本自己喜爱的
图书，通过“快读”了解这些图书的大概
脉络后，再选择相应图书进行精读，进
而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知识素养。

近日发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报告显示，以手机、电子书为代
表的移动阅读已经成为人们获取知识
的主要渠道。该结果一经公布，又一次
引发了人们对于碎片化阅读的反思。
但在聂震宁看来，这样的反思虽有必
要，但也不能过度妖魔化碎片化阅读。

“碎片化阅读与整体化阅读在实质
上只是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而已。”聂
震宁表示，对于这种变化，我们要学会
适应，不能简单地否定电子阅读。

在聂震宁看来，碎片化阅读也许是
一种理想化的阅读，“现在大家时间都
不够用，时间碎片化了，碎片时间想读
点书怎么办？打开iPad、电子阅读器来
读书，不失为利用碎片时间的好方法。
我们不能够搬成箱的书走，但一个电
子阅读器能装1000本书，随时打开就
能读，用碎片时间读完整本书或者读碎
片的文章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阅读。”

聂震宁谈阅读——

学会“快读”，才能更好“慢读”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 月 29
日、3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教委、市文旅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
工委、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主办的重庆市“小萝卜头”进校园示范
活动走进黔江区、南岸区，弘扬红岩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

“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可你教会
我认识许多许多……”在南岸区黄桷垭
小学，学生们手持鲜花登上舞台，伴着
轻扬的音乐，动情地演绎音乐情景剧
《唱给小萝卜头的歌》，把现场嘉宾带入
了那段难忘的斗争岁月。

“终年住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吃
的是发霉发臭的米饭……”红岩联线文
化发展管理中心优秀讲解员给大家讲

起“小萝卜头”的故事。讲解员绘声绘
色的讲述，让不少学生感动得落泪。

在黔江区实验小学的食堂内，有一
个“小萝卜头活动室”，一些同学兴致勃
勃地翻看着小人书。每周，每个班级还
会在班队课上轮流前来学习。

“利用活动室的文化资源和氛围烘
托，学校可以深入开展学生德育教育
及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培养青少年学
生爱国主义情怀，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社会教育
部部长周万炯告诉记者，下一步，全市
中小学校将创建“小萝卜头活动室”。
每个活动室都将放置“小萝卜头”塑像，
制作文化墙展览，配置书架及红岩系列
书籍。

重庆市“小萝卜头”进校园示范活动走进黔江南岸

用音乐情景剧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
生 董豪）5月30日，2019年重庆市科
技活动周“科普班车进区县”主题科普
活动在万州区龙驹中学启动。20余家
市级科普基地集中进行了展览展示、科
普课堂、游戏体验等活动，为当地2000
余名师生送上一场丰盛的科普大餐。

此次活动由市科技局主办，万州区
科技局、龙驹镇政府协办。

活动现场，重庆科技馆、重庆动物
园、南山植物园、重庆科技学院、萝卜村
机器人体验中心等20余家市级科普基
地，集中开展了机器人及VR互动体
验、野生动植物保护、安全应急科普体
验、物理科学实验、创伤急救技巧示范、
口腔保健知识宣传等40余项趣味科普
活动，吸引了众多师生争相体验。

重庆科技学院科学探索体验中心

带来的范式起电机，可以让人现场展现
“怒发冲冠”。工作人员介绍，当人站在
起电机的球形金属罩面前，用手按住金
属罩，由于人的身体可以导电，在起电
机启动后，其通过静电感应产生的电荷
就传到人体上，造成头发上的电荷互相
排斥，竖了起来。“这种有趣的起电机，
可以帮助学生了解静电感应的原理。”

据悉，“科普班车进区县”主题科普
活动为期两天，除此之外，市科技局还
将组织科技特派员深入龙驹镇开展送
技术下乡活动。科技活动周期间，市科
协还走进永川、荣昌等地开展了“中国
流动科技馆重庆巡展”活动，市社科联
依托“三峡大讲坛·人文社科知识讲
座”，组织50余名专家走进永川、大足
等地的中学、机关、社区、企业、农村开
展人文社科知识讲座100场。

“科普班车进区县”活动在万州启动

20余家市级科普基地送上科普大餐

5月30日，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我市首个社区消防科普馆内，小朋友们在志愿者带领下学习消
防和急救知识。 记者 崔力 摄

人物专访>>>

聂震宁。 记者 齐岚森 摄

2019年4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4家供水企业的6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渝荣水务有限公司
北门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渝荣水务有限公司
黄金坡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市永川区侨立水务

有限公司一水厂
重庆市永川区侨立水务有限
公司三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市渝山水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千层岩水厂

重庆渝江水务公司南湖水厂
（二氧化氯）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2006（限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管理处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氧化氯
mg/L

0.17
0.17
0.36
0.16
0.32
0.11
0.36
0.16
0.12
0.55
0.18
0.19

余氯≥0.30
二氧化氯≥0.1
余氯≥0.05

二氧化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渝荣水务有限公司北门水厂、黄金坡水厂，重庆市永川区侨立水务有限公司一水厂、三水
厂，重庆市渝山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千层岩水厂，重庆渝江水务公司南湖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
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23
0.26
0.30
0.35
0.46
0.50
0.30
0.35
0.46
0.15
0.30
0.30
1NTU(水
源与净
水技术
条件限
制时为
3)

耗氧量
mg/L

2.99
2.46
2.73
2.78
2.07
2.16
2.12
2.08
2.37
2.18
1.60
1.54
3 mg/L

（水源限
制，原水
耗氧量＞
6mg/L时
为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菌落
总数
CFU/ml
4
8
10
13
7
13
5
11
3
6
6
11

≤100
CFU/ml

总大肠
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出

耐热大肠
菌群

CFU/100ml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检出

肉眼
可见物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9年1月29日11版、2019年
4月3日4版刊登的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其中“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彭水县乌江电站营业所、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彭水县高谷
镇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彭水县石柳乡营业所”的发证
机关刊登有误，都应更正为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黔江监管分局。

特此更正

更正

南开中学“微社会课堂教学法”走出重庆

王小欧老师在名师工作室指导其他老师开展思政课教学

今年4月，重庆南开中学思政
课教师王小鸥受邀到北京师范大
学讲了一堂“微社会课堂教学法”
的讲座。刚下场，就有云南、湖南、
陕西等好几个省的学校和教育管
理部门邀请他去传授这一教学法。

“我没想到，这创新的思政课
教学方法也能走出学校、走向全
市、甚至走出重庆。”王小鸥说。

名师创出“微社会课堂
教学法”

前不久，南开中学高2017年7
班的一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
思政课上，王小鸥先给学生们梳理
了相关的经济学知识，然后就引入
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政府工作报

告中有关消费的论述进行讲解。
最后，又抛出一个“对外经济出现
不确定性时该怎么办”的话题，与
学生进行面对面的讨论。

这堂以王小鸥创新的“微社会
课堂教学法”上的思政课，课堂活
跃，学生在互动中就学到了相关的
经济学知识，更深刻地领会了党的
十九大精神。

王小鸥1983年开始从事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位老思政课教师。

“在长期上思政课中，我发现
单纯地按教材讲课，学生兴趣不
大，课堂也死板。”王小鸥说，于是，
他就慢慢摸索，结合教材，把当时
的时政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融入
课堂内容中。为了激发学生的兴
趣，又结合教材内容设定话题，由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参与讨
论。经过不断地总结实践，就形成
了现在的“微社会课堂教学法”。

王小鸥说，“微社会课堂教学
法”，把原先死板的向学生传授理
论知识，延伸成了讲授教材理论知
识、引入与教材相关的时政知识和

党的方针政策、设置一个与教材理
论相关的话题在课堂上展开话题
讨论三大板块。

“微社会课堂教学法”在南开
中学全面推行后，使学校的思政课
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一是提升了思

政课教师关心时政的热情，对思
政教材进行深度研究，并热心于
课题研究，提高了教师的政治水
平和命题能力；二是帮助学生关
心党和国家大事，提升他们对党
的方针政策的了解，对社会现象

的正确认知能力。

名师工作室让“微社会
课堂教学法”走出南开

2016年1月，在沙坪坝区教委
和南开中学的支持下，已是重庆市
名师的王小鸥组建了“王小鸥名师
工作室”。2018年3月，被评为“国
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的王小鸥，
又组建了“国家万人计划名师工作
室”。

这一名师工作室已不只服务
南开中学，而是服务整个沙坪坝、
整个重庆市，甚至还走出了重
庆。“王小鸥名师工作室”的 11位
成员中，除了南开中学的教师，还
有沙坪坝区内的重庆一中、七中、
凤鸣山中学、青木关中学等学校
的思政课教师。而“国家万人计
划名师工作室”则采取加盟的方
式，在重庆市内的石柱、合川、彭
水、潼南、綦江等区县，以及四川、
贵州等外省，总共建起了 21个工
作站。

“名师工作室”以传播“微社
会课堂教学法”为基础，进一步深
化思政课的课堂教育、提升教师
的命题能力和进行课题研究，使

“微社会课堂教学法”在向外传播
延展的同时，不断地得到完善和
提升。

“通过建立‘王小鸥名师工作
站’后，我们学校的几位思政课教
师在王老师的直接指导下，掌握了

‘微社会课堂教学法’，并运用于教
学中。”青木关中学工作站负责人
孙华说，目前，几位老师政治水平、
命题能力等都有很大提升。

自采用加盟方式，把名师工作
站外延后，王小鸥也更忙了。在上
好本校思政课的同时，其余的时间
都到石柱、彭水等 20多个工作站
进行指导，手把手传授“微社会课
堂教学法”。

如今，南开中学的“微社会课
堂教学法”通过“名师工作室”，已
经走出南开，走进了全市，并开始
走向全国。

周珣 图片由南开中学提供

走进沙坪坝

本报讯 （记者 李珩）试管婴儿是怎么诞生
的？卵子和精子是怎么相遇的？5月30日，市妇幼
保健院人类胚胎工程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首次对公众
开放，邀请了15个家庭入内参观，让更多普通公众了
解辅助生殖技术。

实验室位于医院3号楼，一共3层，里面被分隔成不
同的小房间，非常干净，仪器、仪表、试验器皿一应俱全。

“实验室对洁净程度要求很高。”实验室李竞宇博
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实验室实行全流程实时监测，
以温度为例，要保持37℃恒温，模拟胚胎在体内的成
长环境。

和此前的实验室不同，此次开放的实验室是去年
获批开始打造的，仅设备花费就达6300多万元，主要
是做试管婴儿基础研究。在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一个
个正正方方的箱子，关得很严实。“这就是最新的时差
成像培养箱。”李竞宇说，和常规培养箱相比，因不用
反复开关门进行培养评估，因此培养环境更加稳定。

“以前我们对胚胎的发育观察只能拿出培养箱。”
李竞宇解释说，胚胎从受精卵到分裂成2细胞、4细
胞、8细胞的每个过程，都需要仔细查看它的分裂情
况，所以得拿出培养箱在特殊显微镜下观察，然后再
放回去。虽然实验人员已经做了充分防护，但箱内、
箱外环境依然差异很大，可能给胚胎发育造成一些不
利影响。

时差成像培养箱则内置了一个特殊的镜头，可实
时捕获胚胎的发育图像，从而记录下胚胎发育的很多
细节，计算机通过大数据分析学习，就能自动筛选出
健康的胚胎。而通过随机对照中期结果实验显示，该
技术有望提高患者胚胎10%的着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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