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安小课堂>>>

1.什么是校园欺凌？

发生在学校校园内、学生上学或
放学途中、学校的教育活动中，由老
师、同学或校外人员，蓄意滥用语言、
躯体力量、网络、器械等，针对师生的
生理、心理、名誉、权利、财产等实施
的达到某种程度的侵害行为。

2.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

● 骂：辱骂、中伤、讥讽受害者；
● 打：打架、斗殴；

● 毁：损坏受害者的书本、衣物
等个人财产；

● 吓：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
做不愿意做的事；

● 传：网上传播谣言，人身攻击。

3.遭遇校园欺凌怎么办？

保持镇定，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
围人注意，求助求救，或试着通过警
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通过有策略
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
境。

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
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遭遇校园暴力事件一定要及时
告诉老师和家长。

通过家长或老师积极向警方求
助。

4.校园欺凌是否违法？

校园欺凌根据其严重程度，可以
分为违规、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

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

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
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
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
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
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
容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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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每一个少
年的你，都值得认真守护和引导。近
日，一部关于校园欺凌题材的电影，引
起了人们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关注。
11月18日，“2019平安课堂校园直通
车·防拐进校园”系列活动走进重庆育
才中学成功学校，为同学们带来防范
校园欺凌和预防人身伤害的相关法制
讲座。

是不是只有打骂才叫欺凌？同学
之间玩闹要不要大惊小怪？讲座中，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打拐英雄樊
劲松用内容生动的PPT，活泼易懂的
语言，告诉了同学们什么是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有什么坏处，遭遇校园欺凌
怎么办等，增强了同学们的法治意识
和防范校园欺凌的能力。他说，除公
开暴力行为外，起侮辱性外号、损坏受
害者财产、胁迫受害者做不愿意做的
事，这些行为并不仅仅属于“玩闹”的

范畴，同样会对被欺凌人造成极大的
心理伤害，均属于校园欺凌行为，都应
该引起重视并防范。

“民警给孩子们上课，说得权威在
理，让我们家长放心了许多，也明白了

自己在防止校园欺凌中应该怎么做。”
听了讲座后，学生家长赵女士表示，
以后要多与孩子交流沟通，及时发现
孩子的各种“苗头”，既预防孩子受欺
凌，也教育孩子不要去欺凌别人。

“校园安全无小事，师生安危连万
家。”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刑侦部门将对各类侵害师生人身
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零容忍”。

据悉，此前，“2019平安课堂校园

直通车·防拐进校园”针对不同年龄段
的孩子设计了防走失、防校园暴力、假
期安全等多个主题法制教育课程，已
在重庆市内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举行
多场宣传活动。

公安民警进校园

教同学们远离校园欺凌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
15日，以反映南川乡镇基层工作为主
要内容的本土影片《大梦难忘》在南川
区举行首映礼，该影片将于11月26
日登陆全国各大院线。

《大梦难忘》由南川区人大常委
会、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委等单位联合
拍摄。影片通过讲述和平镇党委书记
曾自强在基层工作中锐意进取、造福
于民的系列事迹，展现了基层人大工
作的实践特色。该片由曾担任过《百
鸟朝凤》执行导演的谢政辉执导，重庆
本土作家刘先畅担任编剧，夏天、张圣
鹏等青年演员出演。

“《大梦难忘》是重庆本土题材，由
本土文化企业出品，本土专业人员参
加创作，在本土标志性场景拍摄，可以
说是一部地道的‘重庆造’电影。”编剧
刘先畅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作为一名重庆人、一个地道的南川

居民，能通过电影的形式宣传重庆、宣
传南川倍感自豪。

刘先畅透露，《大梦难忘》的故事
完全取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平时
就在南川区人大工作，电影中所讲述
的每一个故事，都能在我的日常工作
中找到原型。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
让更多人了解人大工作者的不易。”

记者看到，影片中融入了众多的
南川文化元素和独特场景。除了人们
熟知的南川城区、水江镇、三泉镇、黎
香湖、金佛山等地外，金佛山古树茶、
干劲汤、方竹笋等当地的标志性景物
和土特产也在电影中有所展现。

“为了展现这些文化元素和场景，
我和编剧几乎走遍了南川的所有乡
镇，希望广大观众可以通过这部电影，
感受南川人的梦想与情怀，了解‘金佛
山福南川’‘景城乡一体化’的美好前
景和独特魅力。”导演谢政辉说。

本土电影《大梦难忘》南川首映
金佛山、方竹笋等标志性景物和

土特产皆入镜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18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旅委获悉，由重庆
享弘影视股份有限公司打造的原创动画
系列片《梦舟少年志》将于11月19日上
午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

作为2018年重点文化出口影视项
目，《梦舟少年志》以一艘梦想起航的小
舟为背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系统展现
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该动画片预计将
拍摄8部，此次登陆央视少儿频道的为
该动画系列片的前3部，分别是《上古传
奇》《天罄六舞》和《秦剑传奇》，共55集。

“相比于其他动画片，《梦舟少年
志》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民智慧、幽默、勤
劳、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
良品质。”享弘影视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了更好地打造这一品牌，该公司还开发
了电子版图书、评书广播等衍生产品，
让更多青少年能感受这部动画片的独
特魅力。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动画系列片
《梦舟少年志》的第四部《西汉公主》和第
五部《敦煌神笔》正在紧张制作之中，预
计将于明年与观众见面。

重庆原创动画片登陆央视少儿频道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17日晚，2019
重庆-新加坡国际电竞嘉年华暨首届CQES
（Chong Qing Electronic Sports）重庆电
竞大赛巅峰赛在重庆国泰艺术中心进行，经
过激烈的比拼，重庆“岁月竞技”战队夺得冠
军。

当晚，比赛现场观众云集，在冯提莫、
少女偶像组合 CKG48 助阵表演下，重庆

“岁月竞技”战队与新加坡“CIR”战队就
《英雄联盟》展开巅峰对决。最终，重庆“岁
月竞技”战队以 2∶0战胜新加坡“CIR”战
队，夺得大赛冠军。线上，虎牙、斗鱼等平
台对比赛盛况进行了同步直播，让现场观
众和屏幕前的电竞爱好者们共同见证夺冠
的精彩时刻。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旅游委支持，重庆演
艺集团、重庆演出公司主办，旨在通过年轻人
喜闻乐见的电竞比赛，以“电竞+旅游”“文
旅+体育竞技”“文旅+互联网”等，多元助推
重庆国际化，让更多国内外年轻人“认识重
庆，玩转重庆，爱上重庆！”

重庆-新加坡国际

电竞大赛在渝举行

重庆战队夺冠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重庆女子国象
再传捷报。11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
庆市体育局获悉，在第四届全国智力运动会
国际象棋女子团体项目决赛中，由谭中怡、雷
挺婕、黄茜出战的重庆队力克卫冕冠军上海
队，收获1枚金牌。这也是继雷挺婕个人赛
夺冠之后，重庆代表团在本届智运会上夺得
的第二枚金牌。

本届智运会国象女子团体赛共有15支
代表队参赛，比赛为快棋形式，团体赛分预赛
和决赛两阶段进行。预赛为7轮瑞士制，前
四名进入交叉淘汰的半决赛和决赛，与男子
团体赛不同，女团比赛每队只上场两人。重
庆队以预赛第二的成绩闯入半决赛，并在半
决赛中轻松战胜对手与卫冕冠军上海队携手
晋级决赛。

在18日的决赛中，重庆女子国象队延续
了此前出色的竞技状态。在首回合比赛中，
代表重庆出战的谭中怡和雷挺婕均与对手战
和，双方以1∶1的比分进入第二回合。决胜
局比赛，在雷挺婕与章晓雯战平的情况下，
谭中怡战胜屈文君，帮助重庆队以总比分
2.5∶1.5战胜上海队夺得冠军。

国象女子团体夺冠

全国智运会
重庆再添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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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
键。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
优势和宝贵财富。”南岸区农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依托南山

“山、水、城”生态资源禀赋的优势
特点和良好的人居环境，一大批农
文旅生态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生长
起来。

比如，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
通过南山植物园、桃花园、盆景

园、腊梅园、石斜园“五园”生态建
设，打造出了“一龙二牛”为代表
的农村生态品牌，形成了双龙“盆
景”、石牛“乡村旅游”、放牛“特色
花木”等各具特色的乡村生态产
业品牌以及以南山花卉、广阳枇
杷、吴小平葡萄、龙顶樱桃等一批
知名生态产业。

村庄环境变化带来的效益，
放牛村的刘刚感触最深。

过去，村庄因为脏乱差，虽有
盆栽种植的传统，但客商都不愿意
到村里来，一年下来盆栽也就几万
元收入。后来随着村庄环境的改
善以及基础设施配套的完善，越来
越多的市民和客商争着到村里来
游玩订购，盆栽身价翻番，现在一
年仅纯收入就有数十万元。

环境变优带来的不仅是产业
的方兴未艾，同时也带动特色民宿

的发展。看着村里环境一天天好
起来，去年郑晓荣返乡创业，将老房
子翻修改装成了民宿酒店，一年下
来有80多万元收入。

生态优势就是一种生产力。
如今，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南岸
先后建成生态农家乐142家、精
品民宿10家、乡村酒店2家、休闲
观光农园2家、乡村旅游景点4
个。成功打造南山櫻花节、南山

盆景展、江南枇杷节等生态节会
品牌，实现年吸引10万余人次游
客上山观景休闲，旅游收入上千
万元，在实现村美、民富、产业旺
的同时，也让村庄变成寄托乡愁
的一个载体和平台。

一座山水城 处处都是景
南岸生态振兴为乡村带来好“钱景”

南岸区，是集都市
工业区、中央商务区、国
际会展区、风景旅游区
于一体的山水之城。

近年来，南岸区结
合都市与农村并存的实
际和南山生态屏障保护
特点，按照“生态优先、
融合整治”原则，统筹推
进“生产、生活、生态”和
谐共生，共同建设“宜
居、宜业、宣游”品质乡
村，力争打造一个“山水
有相逢，南岸起风景”乡
村生态与人居环境融合
整治的样板，推动美丽
村庄实现好“钱景”。

初冬时节，行走在银湖村，白
墙灰瓦的民居错落有致，院坝房
前屋后干净整洁，顺着3公里休
闲步道依山蜿蜒拾级而上，440
亩水库平如明镜，放眼望去，绿水
青山间，整个村庄呈现出一派恬
静祥和，让人流连忘返。

而意外的是，眼前美丽动人
的银湖村，半年前还是一片脏乱
差，变化始于一场行动。

为加快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
治，今年5月16日，南岸区“三清
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夏季战役启
动仪式在长生桥镇凉风村村委会
举行，7个涉农镇（街）的相关领
导和志愿者共计70余人参加启
动仪式，涵盖了银湖村在内的48
个行政村进行了村庄大扫除活
动，银湖村得益于此次活动才迎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银湖村村容村貌的治
理只是南岸区实施生态振兴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南岸区按照“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
结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污染
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以及建设“三生
三宜”品质城市等重点工作，将生
态振兴融入其中，聚力打好农业农
村污染防治攻坚战，建成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提
升村容村貌；加强乡镇环保能力建
设，全面推行山长制、河长制。

同时，该区围绕“望山、理水、
留空、融合、宜人”思路，充分利用
南山和明月山生态资源，将优先
保护南山生态屏障作为乡村规划
编制的重点。同时开展以“五沿”
为重点，以双龙村、放牛村为示

范，逐镇、逐村、逐户明确整治范
围和内容，扎实开展“四季战役”
和“蓝屋顶”专项整治活动，推动
美丽村庄建设。

截至目前，已先后建成364
公顷迎龙湖国家级湿地公园，完
成闭矿区生态修复11.9公顷，拆
除“蓝屋顶”840 处，旧房提升
1397 户，安装公共照明路灯
1576盏，新建通组公路28公里，
农村公路畅通率已达100％。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和大保护、微开发、
巧利用的思路，该区探索出农村
人居环境与守护好森林生态屏障
融合整治；生态环境建设与农村
污染融合整治；历史文化资源与
乡村旅游融合整治体系，在推动
村庄环境治理的同时，也筑牢了
生态发展的绿色本底。

前不久，放牛村公开栏上张贴
了一张红黑榜，该村大竹林院落的
60多岁村民刘中荣的名字（化名）
位列其中，但与前几个月蝉联黑榜
不同的是，这次他被划到了红榜，
成为村民学习的榜样。如今，老刘
不仅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院坝空
地上也种上了绿植，更让人称道的
是，他还成为了村里的志愿者，除

了督促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外，看到
公路等公共区域的白色垃圾，他也
主动将其捡拾起来。

同院落的胡明德因为房屋干净
整洁，加上爱卫生讲文明的好习惯，
庭院房前屋后种满了鲜花，整个民
居隐匿在花中像一个大花园。因为
庭院漂亮整洁，去年4月，老胡的庭
院还被评为“重庆市最美庭院”。

刘中荣、胡明德的故事看似
普通，却折射出的是南岸以群众
为中心治理措施的创新。近年
来，该区为营造生态文明共治的
良好氛围，增强群众的参与度，
提高村庄治理实效，创新实施村
庄清洁行动月考核奖励机制，即
每月对考核前3名的村分别予以
5万元、3万元、2万元的工作经

费奖励，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
围。同时利用“红黑”榜调动群
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并发
挥全区18万余名志愿者和1000
余个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
引入社会力量共建美丽家园。

此外，利用“3.22”世界水日、
“6.5”环境日等持续开展生态文明
“十进”宣传教育。通过“小手牵大

手”行动，把生态文明理念送到群
众家门口，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与
行动。同时，该区农委还大力倡导
绿色生活方式，通过积极开展绿色
乡村、绿色学校、绿色家庭评比等
活动，推动环境共建共治。如今，
已先后建成美丽宣居示范村庄9
个、绿色示范村庄3个、环境友好
型社区8个、绿色学校15所。

创新治理措施 共建美丽家园

加强融合治理 筑牢生态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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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村杜鹃园

放牛村大竹林示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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