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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长要允许孩子有‘另外’
表现，尊重并且把选择权交给他们。”
10月19日，第二届“木铎心声”心理健
康教育高峰论坛在重庆市南岸区举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受邀作
了题为《帮孩子寻找他的价值》的主题
报告，令现场听众受益匪浅。

人的价值来源于先天遗
传和后天养成

人的价值由何而来？如何帮助孩
子寻找自身的价值？李玫瑾的主题报
告围绕上述问题展开。李玫瑾解释，人
的价值来源一个是先天遗传，一个是后
天养成，其中先天遗传最重要的是智力
和特殊能力，后天养成最重要的是技能
和性格。

李玫瑾称，如果一个孩子的智力没
有特别明显的优势，同时也没有看到他
有明显特殊能力的话，孩子还有一条路叫
做后天可以养成的技能。孩子的性格也

非常重要。例如，有的聪明人就特招人
喜欢，而有的聪明人让人特别讨厌。这
是因为有的聪明人特别的宽容、平和；而
有的聪明人特别计较，心胸狭窄。

考试成绩和升学不是必然之道

“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考试成
绩和升学成了孩子发展的一条必然之
道。”李玫瑾称，这样的结果是，对于部
分智商一般的孩子，家长不加鉴别，就
要求孩子全面发展，但是孩子很难做到
面面都高分；还有一部分智商很高的孩
子的父母觉得孩子肯定有出息，只让他

们学习，结果他们在生活上是弱能；有
些家长投机取巧，美其名曰“智商不够，
情商来凑”；还有一些孩子为了突出自
己，不顾规则。

要尊重并且把选择权交给孩子

“帮助孩子寻找他的价值，就是天
生我才必有用。”李玫瑾认为，孩子在成
长过程当中，首先父母应该带孩子去各
种各样的场合，例如去农村、工厂、商店
体验，让孩子在各种经历中认识自己的
兴趣所在；其次，父母要观察他的兴趣
和专注点，扩展孩子的涉猎范围和领

域。比如，这周末爬山、下周末溜冰去，
下下周打乒乓球或打篮球，让孩子进入
不同的领域体验。要尊重并且把选择
权交给孩子，家长给孩子做参谋，比如
告诉孩子有几种结果，让孩子选择自己
想要的结果。

李玫瑾认为，帮助孩子认识自身的
价值，家长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根据孩子的智力寻找合适的
专业；第二，根据孩子的兴趣来寻找独
特的发展；第三，根据孩子的特长寻找
适合的职业；最后一点，根据孩子的性
格寻找社会职业圈。

第二届“木铎心声”心理健康教育高峰论坛举行，专家建议：

家长要帮助孩子寻找他的价值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0月20
日，第六届重庆青年电影展在解放碑越
界影城拉开帷幕。从即日起到10月
27日，包括《太太万岁》等77部电影及
短片将亮相此次影展，为广大市民带来
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据了解，重庆青年电影展创办于
2014年，由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文联
共同主办，以影像工作者及电影爱好者
为主要参与对象。此前，电影《从你的
全世界路过》《长江图》《闯入者》等众多
优秀作品的主创人员均参与过电影展
活动。

此次重庆青年电影展共设置了展
映单元、竞赛单元、电影项目创投会、电
影公开课及学术工作坊五个单元。其
中，竞赛单元分为短片和长片两个部
分，该单元自今年7月面向全球征集以
来，共收到全球范围内竞赛影片652
部。经过评委的认真评选，共有40部
短片、7部长片进入最终的竞赛环节，
将评选出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在内的
13个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重庆青年电
影展还专门策划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
别展映单元。“该单元分为‘电影中的祖
国’和‘电影中的重庆’两大板块，以此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的文化
历史影像。”重庆青年电影展创始人、四
川外国语大学教师丁钟表示，届时包括
《烈火中永生》《长江图》等多部脍炙人
口的电影都将与广大观众见面。

“相比于之前几届青年电影展，本
次青年电影展的一大特色就是重庆电
影所占比例很高，除了上文提到的《烈
火中永生》等重庆电影外，包括本土导
演甘剑宇执导的《白云苍狗》等多部

‘重庆造’电影也将于青年电影展期间
与观众见面。”丁钟介绍，随着青年电
影展、“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等一
系列活动的举行以及《重庆市电影扶
垚计划管理办法》等政策的出台，重庆
的电影已经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相
信重庆本土电影人能借助这些平台，
拍出更多高质量的作品。

据了解，本次青年电影展邀请到重
庆籍演员陶红、青年演员文琪担任形象
大使，方励、张杨、高志森、程青松等国
内知名电影人担任此次电影展评委。
本次影展的所有展映影片都将在我市
进行公益性质的免费放映。市民只需
搜索微信小程序“重庆青年电影展”，点
击报名观影，并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
就可实现免费观影。

第六届重庆青年电影展开幕

市民可免费观看77部展映影片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1月1日，
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博览会
（简称“城市花博会”）将在江北嘴开
幕。10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城
市花博会组委会了解到，城市花博会
特邀龙湖、万科、金融街、财信、绿地控
股、爱普、宏帆、新原兴、卓越、新欧鹏
十大地产企业，针对“庭院、阳台、屋顶
花园”设计、搭建了唯美的“梦想家
园”。有兴趣的市民不妨前往感受生
活与自然融合的艺术。

创意手法传递生活中的
美学和艺术

据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人士介绍，
“梦想家园”展区通过大面积植物的运
用，让人在秋意阑珊之时犹如置身于
春意盎然之中，为人们描绘一幅幅在
诗意栖居中和家人一起品花香、赏水
影，坐听风吹叶动的美好生活画卷。

通过创意的空间表现手法将美学
和艺术融入生活，是“梦想家园”展区
设计的一大亮点。纵观各大展园，新
欧鹏展园以几何设计手法，结合现代
禅意风格以及园林小景，打造通透开
放的自然生态展厅；宏帆展园借助茶
山竹海风貌，打造“山水重庆”特色庭
院景观，展现中式园林的艺术精粹；新
原兴展园通过“花叶之舞”的主题，让
人仿佛置身于缤纷花语间；龙湖、万科
两大展园则用现代设计语言、诗意语
言为市民呈现出极致的视觉体验。

比如，龙湖展园的设计灵感来源
于对山城重庆地形地貌的探索。该展
园从重庆特殊的地形地貌中提炼出

“三角形”的设计语言，衍生形成翻折
的绿植空间和错落的装置构架，彰显
山城的独有魅力；此外，该展园还将彩

色丝线编织成面，折叠形成丰富多变
的“隧道空间”，加上自然光影的融入，
以实虚对比碰撞出美妙的视觉观感。

比如，万科展园的场地是一个有
着彩色瓦片的屋顶。该展园植物以苔
藓、多肉、草花以及巨型仙人掌为主，
并放置猫形躺椅、接上可发光的月球
灯，使人在感怀童年时光的同时对生
活充满希望。

暖心设计营造心灵栖息的空间

除了极具诗情画意的空间外，“梦
想家园”还为观众带来哪些惊喜？

城市花博会组委会人士透露，“提
倡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是卓越展园的设计重点。因此，卓越

展园特别选用迷迭香、薰衣草、薄荷等
可进行烹饪、制作手工皂、调制鸡尾酒
的植物，在观赏价值外赋予了花园更
多的生活意义。该展园还设置有互动
区域，为人们提供置身花园之中的植
物沙龙体验。

“绿野仙踪”是金融街展园的设计
主题，暗含着都市人对“回归森林世
界、原始生活”的向往，希望向观众呈
现一个褪去城市喧嚣、享受寂静舒适
的居家环境。设计师利用生态绿墙和
小桥构筑空中的森林空间，在树林草
地里以及小径沿途布置野趣花境，打
造出绿野寻踪的空中花园意境。

绿地展园为市民献上“星空下的
梦幻花园”。展园中两条弧形廊架代

表银河玉带，点缀盈盈星光，不同的角
度又呈现出重峦的山形；通过柔和典
雅、清新淡雅的配色，营造出如梦似幻
的花境；百花中嵌入彩色玻璃与反射
镜，使得展园中梦幻与趣味兼具。白
天，山形廊架和自然花境构建出“山
城”花园；夜间，廊架上的星光灯、花间
的芦苇灯、闪光的蝴蝶，则营造出梦幻
璀璨的“星空”。

值得一提的是，财信展园通过精
致的水景、艺术的雕塑、多彩的花草植
物，形成闲适又富有格调的栖居场
景。这个展园利用白墙、绿植、灰砂三
个元素，充分诠释“城市在林里”的生
活场景，让人在浮躁都市中享受到难
得的“绿、清、凉、静”。

第二届城市花博会11月1日在江北嘴开幕

邀你看浪漫唯美的“梦想家园”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0月
20日，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艺术
博览会组委会发布消息称，为调动广
大区县、企业、设计人员参与城市花博
会的热情，本届城市花博会将面向全
城发起“美的力量”城市花博会文创产

品征集活动，征集以“花卉、艺术”为主
题的文创产品。

此次征集活动的时间为即日起至
11月7日，各参展区县、企业、商户，
全市优质文创企业及各大高等院校均
可参与。具体参赛类别包括鲜花文

创、非遗文创、礼品文创三类，参与征
集活动的文创产品零售价格不超过
200元/件套，重量不超过3公斤/件
套，体积不得过大。需要提醒的是，参
与征集活动的单位需于10月24日前
将4张文创产品的不同角度图片，5张

以上产品局部特写图片以及产品文字
说明（不超过 80 字）上传至组委会邮
箱253178878@qq.com。

据悉，征集活动将通过专家评审
评选出十大优秀创意产品，入选产品
将被授予“第二届长江上游城市花卉
艺术博览会十大最具创意特邀文创产
品”称号，由组委会统一授牌，并作为
城市花博会限定产品，部分可获权在
城市花博会现场进行贴牌、售卖。

城市花博会文创产品征集活动全面开启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0 月 18
日，南川区在全市率先启动新时代文明
实践星级志愿者“身份证”管理及礼遇制
度，开始为全区700余名星级志愿者颁
发“身份证”及徽章。

南川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介绍，星级
志愿者“身份证”管理及礼遇制度是该区
进行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的一环，目的
就是嘉许志愿者，为志愿者打气。南川
区规定，经区民政局、区文明办认定，注
册志愿者志愿服务累计达到100、300、
600、1000、1500小时及以上，可依次认
定为一至五星级志愿者，统一颁发星级
志愿者“身份证”、标识。如当年志愿服
务时长不足60小时，取消换证或晋星资
格，不再享受相关礼遇。

当日，南川区同时为志愿服务爱心
联盟单位授牌。目前，南川区已有近20
家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事业单位加入到礼
遇嘉许志愿者联盟中，将为星级志愿者
提供景区门票、公交卡、体检卡、餐饮折
扣等服务。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见到，南川区
制作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身份证”

为户口簿大小，紫、红、黄、蓝、绿五色对
应五星、四星、三星、二星、一星志愿者。
每本身份证里还登记了姓名、注册时间、
服务时限等信息。

“获得这个红本本可不容易！”南川
区人民医院“乐善之家”志愿者吴继军自
豪地摩挲着她的四星级志愿者身份证。
从2016年起，吴继军就在医院开展志愿
服务，解答患者疑问，帮助行动不便的老
人就诊。“以后病人问起来，我就把证件
一亮，区里认证的四星志愿者，多响亮！”

据了解，目前南川有注册志愿者近7
万人，其中有资格评定星级的700余人，
他们将陆续领到星级“身份证”和徽章。

南川区为700余名星级志愿者颁发“身份证”
可享受景区门票、公交卡、体检卡、餐饮折扣等服务

➡10月19日，重庆市客运索道有限公司发布消息，重庆长江索道因设备例行
检查、维护保养，10月22日（星期二）全天停运，10月23日（星期三）7∶30恢复正常
运行。 （记者 杨永芹）

长江索道明日检修停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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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领到星级“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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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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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践 前 沿 — 探 访 重 庆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中 心

本报讯 （记者 白麟）10月 19
日，重庆市发展改革委召开新闻通气
会，发布《关于重庆市取消高速公路省
界收费站重新核定货车通行费收费标
准听证事项的通告》，启动了我市重新
核定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定
价听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
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重庆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收费
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实施方案的通知》《交通运输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货车
通行费计费方式调整有关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货车通行费计费方式将从
2020年 1月1日起，由目前的计重收
费，调整为统一按车（轴）型收费，需重
新核定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
准。市交通局、市发展改革委在开展调
研测算等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市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重新核定货车
通行费收费标准的方案。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将由市发展改革委组织召

开听证会，就相关方案征求经营者、消
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
性、可行性、合理性。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的
有关规定，市发展改革委发布通告，向
社会公告了相关事项。此次听证会设
置参加人共25名，包括货运经营者12
名，高速公路经营管理者4名，人大代
表2名，政协委员2名，专家学者2名，
有关部门及社会组织人员3名。同时
设旁听席10个，记者席6个。其中6名
货运经营者、10名旁听人员通过网络
自愿报名、随机抽取产生；其他听证会
参加人由市发展改革委根据相关部门
和社会组织的推荐聘请。自愿报名参
加听证会且符合相关报名条件的人员，
可于 2019 年 10 月 20 日 0∶00 时至
2019年10月27日24∶00通过市发展
改革委官方网站（http://fzggw.cq.
gov.cn）报名。

本次听证会举行的具体时间、听证
人和听证会参加人名单、定价方案等事
项将由市发展改革委于11月上旬另行
通告。

重庆拟重新核定
高速公路货车通行费收费标准

听证会将于11月举行

➡10月19日、20日，第四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重庆赛区总决赛在
西南政法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市教委主办，比赛的主题是“尊崇宪法、学习宪法、
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重庆有8名选手将代表重庆参加在北京举行的
第四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 （记者 李星婷）

第四届全国学生“学宪法 讲宪法”活动重庆总决赛举行

重庆图书馆是中国大型综合性的
省级公共图书馆，是重庆市主要的文献
信息收集交流和服务中心，也是重庆对
外文化交流的窗口。该馆前身是1947
年设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是当时
中国仅有的5个国立图书馆之一。该
馆新馆位于沙坪坝区，2007年6月建
成对外开放。

该馆拥有设施完善的中文书刊文
献、地方文献、民国文献、古籍文献、联
合国文献等借阅室，和专为少年儿童、
视障读者设立的阅览室。有阅览座位
3000个，信息点1500个，是进行学术

研究、读书学习、信息交流的理想场
所。此外，该馆还有抗战文献陈列室、
馆史陈列室、杨武能著译文献馆、展览
厅、报告厅、多功能厅等对外服务窗口
23个。

重庆图书馆已经形成涵盖社会科
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具有自身特
色的馆藏资源体系，馆藏文献460余万
册（件），抗战时期出版物、古籍文献、联
合国资料是该馆的三大馆藏特色。

该馆现为国家一级图书馆和首批
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文图由重庆图书馆提供）

重庆图书馆

快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