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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集团重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中交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渝南自来水有限公司
重庆融汇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荣盛鑫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尚恒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有限公司
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渝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远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三公司
重庆融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电建地产华西区域
中建四局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鼎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分公司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庆合谊明诚房地产有限公司
重庆市碧金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公路建设有限公司
重庆市汉基伊达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607勘察实业总公司
重庆光大（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汉海海洋生物科普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巴南支行
重庆巴南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国舒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铭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龙泉食品有限公司
重庆巴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乐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清能置业有限公司
富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汇景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新事通房地产有限公司
重庆康瀚置业有限公司
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美的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慧河建设有限公司
武汉中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粮食集团巴南区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联投保温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凤梧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珍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巴南新华书店
江西天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智博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重庆曙光宇特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利万家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重庆华硕建设有限公司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
重庆五洲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工程学院
重庆大江本大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中泽家具有限公司
重庆早柒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军毅家具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巴南支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巴南支行
重庆项胜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李家沱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菱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宏展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鑫悦公路养护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齐泊智能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奇锦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新境界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重庆市上善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布莱迪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福建省荔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重庆弘金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务果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保利（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

热烈祝贺重庆市巴南区第四届运动会成功举办，特此鸣谢以下单位：

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白鹤梁系重庆涪陵长江江心的一
道天然石梁，长约1600米，平均宽度
15米，常年淹没于江水中，仅在冬春枯
水季节露出水面。梁上题刻始刻于唐
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前，记录了
1200多年间72个年份的枯水水文信
息。梁上现存的165段题刻生动反映
了当地气候、人文、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
价值。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07年、2012年两度被列
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白鹤梁题刻蕴含着极其丰富的中
国古代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文学
艺术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物
载体。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白鹤梁没
入江底。为了保存白鹤梁题刻，国家采
用“无压容器”原理原址修建水下博物
馆，实现了白鹤梁题刻水下原址原环境
的保护与展示。从2003年到2009年
历时7年，水下博物馆最终建成。201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世界首
座非潜水可到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

（文图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0月
19日，第三届全球教育50人论坛在西
南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全球教育
创新暨2035、2050教育展望”为主题，
由西南大学、全球教育50人论坛和清
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主办。来自中
共中央党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
教育创新中心、清华大学等国内知名
大学的校领导及著名机构负责人、专
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议时代变革与教
育创新。

据了解，全球教育50人论坛由清
华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共同发
起，每年举行一次，旨在搭建一个国际
性教育学术交流平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创新
中心副主任赵建华在开幕式上发言表
示，全球视野下的教育发展是多元融合
的发展，教育创新需要教育、政治、企
业、经济学等社会各界的努力。教育研
究者与实践者应聚焦全球视野下中国
教育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探索全
球教育未来发展趋势，助力中国教育改
革。他希望，论坛能对教育核心问题进

行深入的探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教育智库。

开幕式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共中央党校原副
校长赵长茂，国务院参事、国务院研究
室信息司巡视员忽培元，中国教育发

展战略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韩民
分别作了题为“加强人文交流合作，创
新教育发展”“教育改革要着眼于创新
型人才培养”“人的发展是教育的着眼
点”以及“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创新”的
主题报告。

于洪君认为，研究当代中国教育问
题，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构建文明
互建的国际交流是教育创新发展的重
要途径；赵长茂指出，教育要满足科学
精神培育、科技人才供给的需要，培养
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并且
特别要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忽培元认
为，教育创新的着眼点是对人的提升、
对人发展的尊重，应着眼于崇高理想信
念，完善人格与精神境界的培养；韩民
指出，要创新教育模式，构建终身学习
体系，让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是实现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高素质教
师队伍建设也是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
基础。

19日下午，论坛嘉宾还围绕“大学
治理与全球教育创新”“科技革命与全
球教育创新”的话题进行了分组讨论。

第三届全球教育50人论坛在西南大学举行

专家学者共议时代变革与教育创新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常务副
院长潘庆中：

用创新创造卓越

苏世民书院由清华大学与美国黑
石集团主席苏世民共同设立，每年支持
最多2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青年
到苏世民书院学习，旨在培养推动不同
文明间相互理解与合作的全球未来领
导者。

过去6年多，书院进行了多项创
新。我们面试非常重要，主要从经济管
理、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设置课程。课
程是交互式小班，中外老师从不同视角
讲同一门课，学生在课堂上讨论。书院
还开展有特点的体验式教学，安排了多
样的社会实践环节，帮助同学们更深入
地实地了解中国国情。学生论文也做
了突破性尝试，允许几位学生一起完成
一篇，但论文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
问题。

此外，我们非常重视体育。做未来

的领导者，首先必要的是身体素质好。
因此，书院最初就设计了300平方米的
健身房，现在健身房从早到晚都有学生
锻炼。无体育不清华，只有身体好，才
能走得远，走得长。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
究所副所长曾天山：

各国都在加强职业教育
以重塑产业优势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必须强
教，一流的产业需要一流职教，科技教
育才能缔造教育强国。

目前各国都在加快调整发展模式，
重塑产业优势和抢占经济制高点。德
国最早发展职业教育，学校化培养技术
工人；美国建立了灵活的社区学院、发
达的社会培训网络进行职业教育；法国
实施工程师教育、学徒制和技术大学
……

我国围绕脱贫攻坚、环保升级、托
幼、养老等产业，现在很缺人才。全球

都有人才危机感，因此美国发布了面向
制造业的“教育改革路线图”；德国以工
业4.0为目标，培养面向未来数字化劳
动的专业人才；俄罗斯重构职业教育体
系，以培养创新型实用人才。

现在全球职业教育有这样一些特
点：与普通教育综合化，更加“复合型”；
考核更加标准化，教师更加专业化；逐
渐融入终身教育而不是阶段性教育。

我国也应该进一步落实职业培训
补贴政策，强化地方政府工作职责，完
善德技并修、实践能力导向的育人模
式，强化理实一体的实践教学和“双师
型”教师队伍。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

媒体的迭代与演变
促进传媒教育变革

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的优势在
于传播速度快，传播时间自由，信息丰
富、覆盖人群广，互动性强。在传统媒
体力倡内容为王的背景下，新媒体也在

加大内容原创力度，逐渐抢占传统市
场。

融合新闻是一种将多种媒介的新
闻传播活动整合在一起，采用多媒体、
多渠道方式进行传播的新闻方式，是
媒介融合的必然产物。数据新闻则是
数据时代诞生的一种新闻形态，以公
开的数据为基础，挖掘数据背后的新
闻故事，并以形象的、可视化故事呈现
新闻。这两种都是未来智能媒体的类
型。

未来，新媒体要以用户为中心，从
用户的视角满足用户的需求，通过大数
据、人机交互、物联网等智能技术的应
用，生产媒体内容。这对培养未来智能
媒体人才也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媒体人
掌握多种新兴技术。

我们学校的艺术学部，曾经办过一
次VR（虚拟现实）服装秀，观众戴上
VR眼镜，可以看到一场无限接近现实
的仿真服装秀。这些趋势，无疑是今后
智能媒体的发展方向之一。

（记者李星婷整理）

本报讯 （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苏畅）10月19日，由市文明办、市慈善
总会指导，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主
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公益福彩金婚
祝福礼第六季·金婚盛典”在重庆园博园
热烈登场，全市13个区县的500名金婚

老人代表共同见证了温情时刻。
74岁的胡市民与73岁的陆明勤已结

婚五十余载，两位老人在现场回忆了半个
多世纪以来那些相濡以沫的岁月。“我们
平时没事就喜欢出去旅游，去年还出国玩
了一次。现在祖国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

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陆明勤说。
据活动承办方介绍，经连续5年用

心打造，活动参与人群已从银婚、金婚、
钻石婚走向白金婚，影响关注人群近十
余万人。今年第六季系列活动受到了社
会各界关注，参与家庭达到 9095 个，
398个金婚家庭进入十佳和谐家庭线上
票选。最终，梁家骧、徐平惠夫妇等10
对金婚夫妻获选十佳和谐家庭称号。

公益福彩金婚祝福礼第六季公益活动闭幕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准确
定位了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系统
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
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有力地推动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
发展。

1987年，在准备十三大报告过程
中，党中央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新
经验，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了以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十三大报告立
论依据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邓小平
同志的赞同。同年10月，中共十三大
召开。这次大会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系
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
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十三
大报告指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
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
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
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
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
大报告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作了明确概括。这就是：领导和
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
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
本路线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传统观念
的重要突破，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
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为改革
开放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有力地推动
了改革开放的实践。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准确的历史定位

“教授，我的肩膀又有点酸痛了，真
想坐飞机过来，请你给我按摩。”10月18
日，重庆西南医院康复科医生肖斌又收
到一名“阅兵战友”的信息。作为国庆阅
兵女兵方队医疗组的一名理疗师，他与
战友们在阅兵村一起工作生活三个多
月，为封闭集训的受阅官兵身体健康保
驾护航。

这段经历，成为肖斌难忘的记忆。

推拿手法“快准狠”

今年6月，52岁的肖斌成为女兵方
队医疗组的一名推拿按摩师。

阅兵训练强度大、时间长、超负荷，
参阅官兵几个小时的军姿站下来，很少
有不腰酸背疼的，很多战士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颈椎疼痛、腰肌劳损、腹股沟拉
伤、脚踝伤等症状。

肖斌身高1.67米，但在英姿飒爽的
女队员面前，显得有些“娇小”。为女队
员检查颈椎时，有时得踮着脚才能完
成。但他却有一个“快准狠”的名号。

一次，两个教练把一个女队员扶到
医疗室，女队员满脸汗水，每走一步，嘴
里就喊一声：“痛！”肖斌发现，这名女队
员的膝关节受伤，便立即对她进行了按
摩推拿治疗，女队员痛得大叫，眼泪刷刷
往下流。

“好了，下床走走试试。”只用了7分
钟，肖斌就完成了治疗。临走时，女队员
对肖斌说：“教授，你下手真是快准狠
啊！”肖斌这个“快准狠”的名头，在女兵
方队传开了。

每天要为26人推拿

战友们辛苦，医务人员同样不轻
松。“理疗本就是体力活儿，白天站着工
作一整天，晚上还有任务。”肖斌做过统
计，那段时间，他累计治疗3120人次。

一到休息时间，肖斌的治疗室门口，

队员们就排着长队。为了给更多的队员
做治疗，肖斌经常是吃上几口饭就放下
碗筷，赶到治疗室为队员们治疗。

渐渐地，肖斌的名气在阅兵村里传
开了。仪仗方队、武警方队等等纷纷邀
请肖斌去做治疗。可这样的治疗，只能
是见缝插针，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武警
方队医疗组队员干脆拜肖斌为师，这样
可以服务更多的阅兵队员。于是，肖斌
收了来自其他方队的4名“徒弟”。

在教授过程中，他把晦涩难懂的专
业术语，归纳成易于背记的顺口溜，把复
杂难辨的按摩手法，总结成方便操作的
小做法。为了提高他们的实战技能，他
主动当起了试验对象，谁捏对了，谁推歪
了，谁用力不够，谁手法错了，他都一一
纠正。肖斌带的4名“徒弟”以娴熟的技
法、准确的定位、恰当的力道服务了更多
的阅兵队员们。

遗憾没能让每一名队员都上场

在肖斌看来，令他感触最深的是中
国军人的精气神，不论训练多久多累，战

友们一直劲头十足！
一天中午，肖斌忙着给队员们治

疗。无意中看到一个正在等候的队员，
坐在治疗室角落的凳子上默默流泪。肖
斌知道，这些年轻女孩子们太苦太累
了。不巧的是，刚轮到她治疗时，就吹哨
训练了。肖斌问她需不需要帮助？可这
名女队员迅速擦干脸上的泪水，给他敬
了个礼说：“我可以坚持训练！”说完，女
队员转身向训练场跑去。

女兵方队有400余名队员，阅兵正
式上场的队员只有300余名，压力之大，
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离阅兵还有10
余天的时候，方队里一名队员股骨头受
伤，送到医院住院治疗了几天后，她执意
出院，继续参加训练。每次训练完，她都
要找肖斌做治疗。由于状态等原因，这
名队员最终还是没有能上场。

阅兵当天，英姿飒爽的女兵方队可
谓是最受关注的队伍之一。作为幕后工
作者，肖斌却无法到现场。肖斌说：“战
友们代表国家形象，能为这些战友服务，
我深感荣幸。”

为国庆受阅官兵推拿治疗

这位重庆医生下手“快准狠”
本报记者 李珩

嘉宾观点>>>

10月19日，第三届全球教育50人论坛现场。 记者 李星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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