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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11月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启
动。一大早，肖中芬带上纸笔和平板电脑出门
了。

肖中芬是渝北区宝圣湖街道金石路社区
居委会工作人员，也是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普查
员，主要负责对金石路社区近百户居民户开展
入户登记。

“我在2000年参加过第五次人口普查登
记工作，那时我才32岁，后来又在2010年参
加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工作。”跨越二十年，
前后三次参与全国人口普查登记的肖中芬说，
她观察并感受到三个变化。

肖中芬第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居民户住
房面积变大了，居住条件更好了。

肖中芬回忆，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
普查时，金石路社区还是一片农田，属于渝
北区回兴镇上湾村。当时在村委会从事人
口计划生育工作的肖中芬，被选为普查员。

“那是我第一次当普查员，就靠一双脚在村里
泥巴路上来来回回走，挨家挨户上门登记。”
肖中芬说，当时村民住房以自建砖墙房居多，
还有部分泥瓦房和土坯房，房内没有什么装
修，只有电视机、沙发、衣柜、桌椅等简单陈
设。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就不一样了，
居民的住房条件大为改善。”肖中芬说，2006
年村镇改街道，上湾村成为金石路社区，田坎
路变成柏油路，村民们“农转城”成为城里人，
住进了干净舒适的安置房小区，居民室内大多
装修过，欧式、中式装修风格各异。而现在，街

道社区居民的住房条件更是有了飞跃，既有上
百平方米的商品房，辖区内还修建了一个个高
品质生活小区，房屋类型也多样化，跃层、洋
房、别墅都有。

肖中芬眼中的第二个变化，是居民文化程
度更高了、从业职业更多样了。

“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走到不少村民家
门口，人家都不知道人口普查是怎么回事，硬
堵着门不让进。”肖中芬说，那时候遇到年龄稍
微大些的村民，只能由普查员帮忙代为填写各

类信息。她还记得，那时填报的居民受教育程
度多以小学、初中为主。

“到了第六次和今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情
况就好多了。”肖中芬说，这两次入户调查时都
能明显感受到居民的热情和通情达理，居民登
记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以上，还有很多在
大学本科以上。

另外，在普查“从事职业”填报栏中，肖中
芬说，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时，居民
们填报的大多是医生、教师、警察，以及企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等传统职业。而今年，不仅出现
了数据分析师、无人机飞手、健身教练等新职
业，还有年轻人填报的密室设计师、宠物摄影
师等，更是让她闻所未闻。

普查预约的高效和普查登记方式的革新，
是肖中芬眼中第三个变化。

肖中芬说，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别
说手机，当时有电话的家庭都不多，由于担心
找不到人，她与普查同事往往要一早一晚分别
蹲守在居民家门口。到了2010年，手机已经
普及，上门普查只需提前挨家挨户打电话，跟
居民约好时间，少了很多麻烦。到今年，大数
据智能化让普查预约流程变得更加简单，在上
门普查前，只要在小区业主微信群里通报一
声，居民们都会准时在家里等候上门登记，省
心省时。

“智能化应用，是人口普查登记方式最大
的变化。”肖中芬说，在前两次普查中她不知道
用掉了多少支笔芯，因为此前的普查都是使用
纸表登记，所有信息都得靠人工手写记录。而
今年，改为使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进行信息
登记，电子化操作不仅简化了流程，信息采集
准确率也提高了。

“在使用智能化普查工具方面，年轻人是
比我们上手快。”肖中芬笑说，此次人口普查，
与她同在宝圣湖街道从事社区工作的女儿华
茜，也成为普查员，负责万湖社区普查登记。
工作之余，母女俩时常交流心得，母亲传授女
儿上门普查的沟通经验，女儿则教母亲如何使
用智能化工具进行信息登记，相互取长补短。

居民住房越来越宽 新职业越来越多 普查方式越来越智能化

人口普查员肖中芬眼中的“三变”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日报记者
11月2日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获悉，
根据该部近日完成的《2020年3季度企业家、
银行家和居民调查综合分析报告》（下称报
告），今年三季度，重庆居民总体消费意愿、投
资意愿均出现回升。其中，23.5%的重庆居民

“愿意更多地消费”（见图表）。未来3个月，重
庆居民大额商品和旅游消费需求将有所增加。

报告表明，重庆居民投资意愿有所回升，
投资支出改善。三季度，21.75%的居民愿意

“更多地投资”，较上季度上升0.75个百分点；
居民家庭月投资支出感受指数为43.74%，较上
季度增加3.22个百分点，连续2个季度回升。

在重庆居民最主要的投资方式中，选择理
财产品、基金和股票的居民占比位居前3，分
别为33.25%、19%和16.5%。同时，选择“基
金和信托”、“实业投资”的居民占比分别较上
季度上升4.5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位居所
有投资方式环比变化幅度前2位。

此外，报告还显示，三季度，重庆企业家、
银行家和居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持续回
升。其中，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28.18%，较上季度上升7.57个百分点；银行家
宏观经济热度指数为 26.32%，较上季上升
14.04个百分点；重庆居民宏观经济感受指数
为42.63%，较上季度大幅回升8.5个百分点。

同时，企业家、银行家均预期下季度经济
形势将继续改善。三季度，企业家、银行家宏
观经济热度预期指数分别为34.24%、34.21%，
较上季度分别上升6.67、2.63个百分点。

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调查显示

重庆居民消费意愿投资意愿双回升

本报讯 （记者 向菊梅）今年“双11”大
促时间普遍提前。11月2日，京东发布“双
11”活动首日（11月1日）“战报”，重庆的交易
额增速排名全国第二。

京东相关负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双
11”首日重庆线上消费井喷，是因为在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背景下重庆经济依然保持稳定
增长态势，消费力旺盛；同时，“双11”前夕京
东在重庆新增了冷链仓库“京东重庆生鲜仓1
号库”，从海外及国内知名商家直采肉类、海
鲜、冰淇淋等，约1000种国内外生鲜产品可
直达市民餐桌。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重庆线上消费的火
爆增长，再次印证了重庆消费市场的中长期
上行趋势。

今年前三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8329.58亿元，同比下降2.2%，降幅较
上半年收窄5.0个百分点，延续了自3月份以
来持续回升的良好态势。前三季度，全市限
上单位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44.6%，
较上半年提高3.9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提高
34.8个百分点。

京东发布“双11”活动首日数据

重庆成交额增速排全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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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场上，身着蓝白色校服的学
生以班级为单位围成圈，伴随着一阵
阵掌声、笑声、琅琅读书声，陆续开展
诗词大会、抽花签、猜字谜等丰富多
彩的语文特色创意文化活动。

这是前几天重庆市丰都中学校
举办的第二届“五云书香”语文节活
动现场。语文节的举办是丰都中学
提升学生素养、传承经典文化的成功
实践，也是丰都中学建设重庆市普通
高中课程创新基地的显著成果。

自创建“传统文化背景下体验式
语文课程创新基地”以来，丰都中学
按照“1365”建设思路，以传统文化
为魂，以体验式学习为骨，深入推进
语文课程创新、课堂模式创新、新型
师生关系与学习模型构建，全面提升
学校办学水平与文化内涵，致力于打
造成为周边地区乃至重庆市的文化
品牌。

以传统文化为魂
学传统、习民俗，拓展精神视野

步入丰都中学校园，“新君子”文
化氛围浓厚：君子浮雕墙、木刻国学

墙、广场名句灯柱，营造出浓浓的君
子之风和国学氛围。据悉，丰都中学
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校、质量立
校、科研兴校”的办学思想，大力打造

“新君子文化”办学特色，全面提升学
校办学品质。

尤其是该校近年来大力建设“传
统文化背景下体验式语文课程创新
基地”，以传统文化为魂，促进课程文
化、制度文化、社团文化等方面的传
承与创新，使得这所百年老校又步入
特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在开展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体验
式语文课程创新工作中，丰都中学抓
住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体验式语文课
程创新的核心“传承与体验”，采用

“1365”工作思路建构语文课程，重
点遵遁“一个宗旨”：濡染经典，体验
成长。

这一宗旨是以传统经典文化为
主要语文学习内容，拓展学生的精神
视野与语文视野，传承优秀文化，同
时提高学生审美品位与人生品位，塑
造新时代下的“新君子”人格。

例如语文节中举行的诗词大会、
猜字谜及大型游园活动等，让学生真

实走进由古诗词、书法作品、名句名
联构建的传统文化氛围中，感受经典
文化的魅力，从而激励同学们立下为
建设祖国而努力学习奋斗的志向。

“新君子文化”有其独特的脉络，
除传承传统文化外，更被赋予了区域
性民俗文化的独特内涵。学校在名

山风景区设立了校外体验中心，引导
学生了解丰都传统文化，发掘其现实
意义，将之守护、传承下去。

学习语文，传承经典。浸染在浓
厚的传统文化氛围中，丰都中学的学
生们正蓬勃生长为博学笃行、追求卓
越的时代公民、谦谦君子。

以体验式学习为骨
搭平台、促改革，提升核心素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

打造传统文化背景下体验式语
文课程创新基地，“体验式学习”是其
根骨。具体而言，是通过多渠道、多
元化的体验平台和体验方式，整合教
育资源，变革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
语文学习真正的主人，实现核心素养
的全面提升。

按照“1365”工作思路，丰都中
学遵循“濡染经典，体验成长”宗旨，
借助“三大体验平台”，构建“六大体
验支柱”，建设“五大体验中心”，真正
落实体验式学习的要义。

“三大体验平台”是指课堂、社
团、社区学习平台，互为补充，培养学
生的探究能力、发现能力和创新能
力，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其中，
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是学生运用语
文的主阵地，全校有文学社、剧艺社、
演讲社等20多个学生社团，“跫音”
文学社被重庆市教委评为优秀学生
社团，在具体而生动的活动中，培养

学生能力，彰显学生个性。
“六大体验支柱”包括课堂改革、

课程开发、经典诵读、实践活动、区域
文化、自主选修，全方位开展体验式
语文教育教学活动。以此为基础，学
校大力建设国学资源研发中心、课堂
教学研究中心、个性写作研学中心、
传统文化体验中心、鬼城文化研学中
心“五大体验中心”，重点研究适合

“体验式语文”的教学模式与方法，将
语文新课程改革落到实处。

传统文化背景下体验式语文课
程创新基地的建设，为丰都中学语文
教育教学筑起了坚实的平台。5年
来，丰都中学语文教学和应用能力得
到了明显的提升，多名教师在市县优
质课大赛、课堂教学技能竞赛中获一
等奖，学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
400余人次，学校办学整体水平得到
显著提升。

如今的丰都中学，已经成为传统
文化特别是区域性民俗文化的文化
名片，成为周边地区语文教育教学品
牌。

文秀月 许珊 刘进
图片由丰都中学提供

丰都中学 铸魂塑骨培育“新君子”
创建传统文化背景下体验式语文课程创新基地

第二届语文节体验活动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20〕19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20年
11月3日12时——2020年11月10日12时。11月3日
12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知等资料。
公告期满，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
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交易；申请购
买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
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交易，未成交的，继续公告。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门户网站（https://
www.ccle.cn/），在地票专栏中查询。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
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
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20年11月3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
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20019（总

第130批

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513016

亩

769.524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的居民愿意增加“电器、家具、高档商品、汽车
等大额商品”消费

家庭月消费支出预期指数达

较上季度回升 11..2525
的重庆居民愿意“更多地消费”2323..55%%

个百分点

较上季度上升

居民家庭月消费支出感受指数达 5353..3838%%
个百分点

较上季度上升 个百分点

1414..7575%%

6.5

1818..55%%

个百分点

1.5个百分点

44

44..6464
5353..5959%%

的居民愿意增加“旅游”消费

较上季度上升

资 料 来 源 ：
《2020年3季度企业
家、银行家和居民调
查综合分析报告》

制图/张辉

未来3个月三季度

较上季度大幅上升

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11月2日，第三十届中
国新闻奖、第十六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揭晓。重庆
共有7件作品获奖，其中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华龙
网—新重庆客户端选送的融合创新作品《2019对话
1949：时代变了 初心未变》获本届新闻奖一等奖。
华龙网集团总裁、总编辑，高级编辑周秋含获评长江韬
奋奖（韬奋系列）。

华龙网作品《2019对话1949：时代变了 初心未
变》此次获奖，是重庆新闻界首个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
类一等奖作品。该作品紧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
以现实中的小学生、职场女性、大学毕业生，分别与革命
志士“小萝卜头”、杨汉秀、王朴“相遇”在渣滓洞、白公
馆，通过双屏互动的创新形式，展开了一场跨越70年的

“隔空对话”，深刻阐释了“时代变了，初心未变”的主题。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选送的广播访谈作品

《生命没有终点》获本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重庆日报
选送的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作品《点赞重庆高校思政
金课》获三等奖；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选送的广播
专题《“陆海新通道”——推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电视专题《情系一江水》、电视直播《保护卧佛》、国际传
播《这里是珀斯》等4件作品获三等奖。

华龙网集团总裁、总编辑，高级编辑周秋含获韬奋
奖。周秋含从事新闻采编工作20余年，带领团队推出
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报道，在媒体融合实践中勇于创新、
大胆探索。2016年，其带领团队凭《穿越直播 重返
70年前英雄之城》获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2018年，他再次带领团队凭新闻专栏《百姓故事》、网
络专题《绝壁上的“天路”》一举拿下两个中国新闻奖一
等奖，创下地方新闻网站纪录；今年，华龙网作品又斩
获一个一等奖，这是周秋含带领团队推出的又一个媒
体融合创新爆款产品。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共评选出348件获奖作品，
其中特别奖5件、一等
奖68件、二等奖105件、
三等奖170件。第十六
届长江韬奋奖评选出获
奖者20名，其中长江系
列10名、韬奋系列10名。

第三十届中国新闻奖、第十六届
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揭晓

重庆7件作品获奖
一 人 获 韬 奋 奖

第 三 十
届中国新闻
奖重庆获奖
情况汇总

扫一扫
就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