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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双晒”活动虽已结束，但热度未减。今日起，

本报推出“‘双晒’之后看文旅”栏目，全方位梳理活
动开展以来市民游客的需求和期盼，专家对全市文

旅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城市品质提升的好办法和新
进展，以及相关区县下一步的举措和打算等等，敬
请关注。

8月13日，在第19届中国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暨2019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
请赛科教论坛上，来自国内人工智能教
育领域的专家以“人工智能背景下的机
器人课程建设与人才培养”为主题展开
了精彩探讨。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
董宏建指出，智能时代，人最大的本色是
不变成“机器”。要培养学生在未来有价

值的能力，一是个体独特性，二是创业精
神，这才能让其真正在未来社会中体现
自己的价值。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素养的内涵包括
计算思维、编程能力和人机协作。其中，
计算思维是智能化社会公民的重要素
养，编程能力是实现创造力的重要支撑，
人机协作则是掌握与学会和机器人协作
的技能。

人工智能教育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编
程教育，目前社会上有很多把人工智能课
程窄化成编程语言课程。另外，还需要警
惕伪人工智能的概念，比如说，部分智能音
箱、跳舞机器人、聊天机器人等其实并不是
人工智能，而是偷换了概念；还有不要夸大
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刘
荣教授认为，机器人教育具有综合性，涉

及机械、电子、计算机、传感、控制等学
科，可以让学生从中得到更宽泛的知识
和技能培养；具有参与性，学生亲自参与
设计制作，培养动手能力，也可激发其主
动学习的兴趣；具有创新性，开放式地让
学生自主设计，寻找尽可能多的方案，追
求最佳结果；具有互动性，培养团队精
神，彼此进行分享。

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刘信中说，作为一家教育行业的企
业，公司希望能够参与到人工智能教育
中来，实现青少年培养兴趣、激发潜能、
发展个性、知行合一的目的，真正回归教
育的本质。相信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
式，可以更好地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发
展，真正迎来人才培养的春天。

国内人工智能教育专家探讨机器人领域人才培养

个体独特性和创业精神是未来有价值的能力
本报记者 张亦筑 申晓佳

本报讯 （记者 夏元）8月15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智博会承委办获悉，为保障
智博会期间悦来周边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两江新区正加快完成悦来周边多条道路建

设，届时悦来片区将新增4条进出通道。
悦来周边此次建设施工中的多条道

路，包括建成连接悦来至礼嘉的悦来滨
江大桥，拓宽连接高义口东路及西路的
平峰路，建成连接水土方向的滨江大道
北延段，以及建成连接金山大道的嘉岚
路（接云竹路段）等。目前除云竹路建设
正在扫尾外，其余路段都已达到通车条
件，最快将在8月20日前开通。

其中，悦来滨江大桥位于张家溪流
域末端汇入嘉陵江处，起点接悦居路，终
点接滨江大道南延段，桥梁长318米，双
向四车道，大桥连通了悦来滨江沿线车
行通道，往南穿过悦居隧道可更快捷通
往礼嘉，往北通过悦来滨江路能快捷抵
达水土。平峰路全长约400米，向西连
接高义口路，通往悦来国博中心，向东连
接黄环北路通往礼嘉，本次拓宽工程由

双向两车道拓宽为四车道。滨江大道北
延段全长453米，双向六车道，接滨江大
道与同茂大道交叉口，向东北延伸，终点
接欣悦路。嘉岚路（接云竹路段）起点接
悦城路，终点接云竹路，虽然该道路长度
仅141米，但建成通车后将让悦来大道
连通金山大道，为“堵点”悦来立交和沙
井湾立交的通行压力减负。

此外，为缓解观展市民停车压力，
2019智博会将新增7个停车场、共4026
个停车位，分别位于国博中心南北两侧，
步行7分钟即可到达展馆。智博会期
间，停车场还将开通前往展馆的免费接
驳车，方便观展市民往返。

保障智博会期间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悦来将新增4条进出通道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
生 钟婷婷）8月15日上午，重庆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征兵体检站秩序井然，100多名来
自我市各区县报名应征入伍的女
青年在此进行集中体检。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征兵办获
悉，今年我市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65名女兵，涵盖6个军种。女兵
征集工作按照网上初选、初审初检、
集中体检、政治考核和审批定兵的
流程有序开展。

记者在集中体检现场看到，征

兵体检站严格按照国防部征兵办要
求，设置了封闭式体检站，并运用网
络版征兵体检信息化管理系统，严
密组织实施、严格公开透明，确保

“一切行为有标准、一切操作有记
录、一切过程可监控、一切差错可追
溯”。

据了解，待报名女青年全部体
检结束后，市征兵办将严格按照程
序要求，组织进行政治考核和审批
定兵工作，优先征集学历高和综合
素质好的女青年，确保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年度女兵征集任务。

重庆女兵征集工作全面展开
将公开征集265名女兵，涵盖6个军种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
生 张艺）8月15日，在火辣辣的阳
光下，江津区四面山游客中心歌声
嘹亮，当天这里正在举行“歌唱祖
国”江津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群众合唱音乐会。来自
该区的15支参赛队伍满怀激情，用
歌声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乐韵华章，佳音共赏。音乐会
现场，《我和我的祖国》《走向复兴》
《不忘初心》《祖国不会忘记》等经典
曲目纷纷登场，激昂铿锵的音乐与

歌唱者们动情的演绎完美结合，将
群众对祖国深厚的情谊寄托在歌声
中，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送上诚挚
的祝福。

音乐会现场，永兴镇代表队吸
引了全场注意。手风琴、二胡、小
提琴、吉他等乐器在一群平均年龄
超过50岁的乐队演奏员手中充满
活力，他们将歌曲《我爱你中国》的
激情与澎湃尽情地展现在观众眼
前。

江津区文化馆馆长温玉梅介
绍，“歌唱祖国”重庆市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群众合唱音
乐会，分为基层合唱音乐会、优秀合
唱队伍融媒体展播、全市合唱音乐
会三个阶段。比赛中获得最高分的
队伍，将参加9月下旬在重庆大剧
院举办的全市合唱音乐会。

江津区举行群众合唱音乐会

用歌声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一次秘密潜伏，身旁遭遇燃烧弹，生
与死的关头，26岁的铜梁籍抗美援朝战
士邱少云选择了不暴露目标，为战斗胜
利献出生命。

烈火中的邱少云是怎样地痛断肝

肠？今天的我们不得而知。时光逝去，
不变的是邱少云精神，烈火中的那一片
云，仍然绽放着耀眼光芒。

8月6日，铜梁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淅
淅沥沥的小雨中，参观者仍络绎不绝。馆
长王成金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当天预约前
来参观的有五六家单位。自“双晒”以来，
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明显增加。7月，邱
少云烈士纪念馆共接待游客近10万人
次，较往年同期增长4万余人次。

“在8分钟的铜梁‘双晒’视频中，邱
少云就占了70多秒。”王成金介绍，“纪
律重于生命”的邱少云精神，激励了一代

代人。现在，通过“双晒”让人们再次重
温英雄故事，用正能量激励引导人们珍
惜幸福生活、努力奋斗。

重温英雄故事、追寻英雄脚步，许多
人通过“双晒”活动来到英雄故乡铜梁。
2017年9月，邱少云烈士纪念馆改陈项
目竣工后，前来缅怀参观的游客日益增
多。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讲解员逯娟说，
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秀山县一位86岁
的退休教师高奂堂。“高老也参加过抗美
援朝，在朝期间，还曾到过邱少云所在部
队放电影。”看着颤颤巍巍的老人，激动
地讲述邱少云故事和391高地的那场战

斗，逯娟和同事们都流下了眼泪。陪同
老人参观纪念馆完成夙愿的同时，她记
录下不少宝贵资料。“老人还提出如纪念
馆需要，将担任志愿讲解员。”

铜梁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该区将筹备打造邱少云故居，并
通过多样化形式展现邱少云事迹，丰富
参观内涵。除了引进来，还要走出去。
现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已和市内外多
家单位达成协议，共同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7月底，该区还启
动了邱少云烈士事迹巡展，赴璧山、渝
北、大渡口、长寿等区县展出。

去邱少云烈士纪念馆的游客络绎不绝
7月游客数量同比增加近7成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双晒”之后看文旅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8
月15日21时，重庆日报记者从城
口县获悉，经过近39小时紧张救援，
城口四湾村山体滑坡被埋7人不幸
全部遇难，遇难者遗体均已找到，现
场搜救工作结束。

8月14日凌晨3时左右，重庆
城口四湾村发生山体滑坡。灾情发
生后，城口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

“一分希望、百分努力”工作要求，把
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放在首位，市级
有关部门和驻渝部队、应急处置各
单位迅速派出救援专家现场指导救
援工作，5支专业救援队130余人
全力以赴展开。15日18点20分左
右，最后一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
至此，四湾村山体滑坡被埋7名群
众不幸全部遇难。

城口山体滑坡现场搜救结束
7人遇难 遗体全部找到

嘉陵瀚水，缙云雄山；巍巍江
中，赫赫煌煌。公元2019年 11
月16日，岁值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110周年华诞。谨此，向长期关
心和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海内外
校友、社会各界贤达和全体师生
员工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崇高
的敬意！

清末宣统元年，桂花街初设
庠序，江北厅首立成均。以国势
衰微，欲觅祛疴善策；因时局动
荡，将求除弊良方。“广学育才”，
固现代文明之本；“化民成俗”，开

两江教化之先。历倭燹蔓延，内
战硝烟，仍披荆斩棘，穷且益坚。
响应五四，引领游行，赈灾义演，
救亡募捐，或登高呐喊，或投笔从
军，吐蔽日之豪气，扬干云之雄
心。凡庠名九易，序址四迁，薪火
相传，教泽绵延。隆兴一校，勇担
社会重责；附设三廛，敢书时代宏
篇。推动人格平等，改变社会风
尚，推行国民教育，造就大量师
资。维我江中，筚路蓝缕，因势谋
远，何其伟哉！维我学府，困知勉
行，积厚成器，何其壮也！

江中学府，彰百十年之璀璨
荣光；巴渝名校，搏九万里之浩荡
风云。改革惊雷，展宏图以跨世
纪；科研巨浪，促教改而涤学魂。
人文至善，科学求真，厚德致远，
博学笃行。鸿鹄院里比鸿鹄，天
下观于眸中；万卷楼中披万卷，家
国存于心间。立两江之潮头，守
正出奇；乘时代之风帆，革故鼎
新。生命教育，根植江中沃土；特
色品牌，声誉神州大地。探索创
新，争鸣前行，膏泽美好未来，烛
照幸福人生。大梁坡下，极目都

是翠影；鸿鹄院中，满耳皆为清
音。文沐百代，仰高风，承伟业，
绘就江中辉煌；德范千秋，创特
色，铸品牌，吹开满园芬芳。

时维良月，序属初冬，早梅牵
梦，校友归心。诚邀社会各界贤
达暨海内外校友拨冗莅临，同襄
盛举。再回母校，忆往昔峥嵘，叙
青春情谊；共聚江中，话百年沧
桑，绘千秋画卷！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二○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110周年校庆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