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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颜安 通讯
员 侯静）12月29日上午9点，南岸
区海棠溪码头，细雨中，“长江救捞一
号”在餐饮船舶“鑫源渔港”的右舷进
行绑拖，并将锚链等稳固装置从长江
里拉起。“鑫源渔港”餐饮船是重庆中
心城区最后一艘餐饮船舶，它的拖
移，意味着中心城区实现了餐饮船舶
清零。

“鑫源渔港”在重庆餐饮船舶界
赫赫有名，该船高五层，既是船又
是酒店，曾是南滨路的标识之一，
已经在长江上经营了14年，带动了
沿线餐饮消费和夜经济，但也对水
域造成了污染。随着长江十年禁渔
计划的实施，对其进行拖移已是必
然。

据了解，为做好本次拖移工作，
南岸区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广泛征
求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代表
及航运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多次对
南岸海棠溪至鸡冠石基地航道路径
实地探勘，部门和属地街道与企业
代表多次协商，最终决定在 12 月
29 日对其进行拖移。按照计划，

“鑫源渔港”于当日 9 时 30 分从海
棠溪发航调头下行，中午抵达鸡冠
石靠泊。

“鑫源渔港”上曾经的工作人员
也赶到现场为其送行，其中一位负
责人说，为了长江生态，大家都支
持政府的工作。“政府还为我们安
排了新工作，上了岸日子照样有奔
头。”

重庆中心城区餐饮船舶清零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2月2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打击长
江流域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自今年夏季开始开展专项行
动以来，重庆警方已侦破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 600 余件，查获犯罪嫌疑人
970人，收缴非法捕捞工具1100余
套，查扣涉案船只30艘，震慑了非法
捕捞违法犯罪行为。其中，侦破的陈
某毅团伙“全链条”非法捕捞案被公安
部列为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十大典
型案例。

据了解，在非法捕捞违法犯罪活
动中，不法分子多在深夜作案，地点大
多在偏远区域，以隐蔽的江边滩涂、江
心岛等执法船舶难以到达的浅水、汊
江处为主。不法分子常驾驶“三无船
只”，使用电鱼机、三层网等禁用渔具
作案，严重破坏长江渔业资源。

对此，重庆警方借助无人机等科
技手段，构建“空地结合、人机结合”巡
河模式，为打击非法捕捞犯罪提供有
力支撑。同时，全力构建“打防协同一
体化”格局，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已收
到有效线索330条，侦破案件190余
件。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安
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
捞犯罪，持续形成高压严打态势，坚决
遏制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犯罪活动；加
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健全完善执
法合作机制，推动落实属地责任，深入
排查涉渔风险隐患，坚决斩断非法捕

捞、运输、经营的地下产业链，铲除此
类违法犯罪的“土壤”；加强与沿江省
市执法合作，建立信息共享、联合巡查
等工作机制，强化跨界水域管控；强化
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举报违法犯罪线
索，推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行稳致远。
警方提醒，实行禁捕是保护长

江生态的重要举措，广大市民切莫
因一时口腹之欲让非法捕捞犯罪分
子有利可图，更勿参与、实施非法捕
捞。若市民发现涉嫌非法捕捞行为

线索，可拨打农业公益服务咨询举
报热线“12316”，也可拨打“110”

“68813333”直接向公安机关举报，
还可登陆重庆市公安局网站gaj.cq.
gov.cn“有奖举报”专栏进行网上
举报。

重庆警方已侦破非法捕捞案600余件
市民可通过电话、网站等方式举报非法捕捞

本报讯 （记者 周松）近日，重
庆江北警方破获我市首例利用专业
潜水设备非法捕捞水产品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6人，现场查获渔获物145
公斤，查扣禁用渔具8套、涉案车辆4
辆、涉案船只1艘，查封涉案仓库1处。

前不久，江北区公安分局获取一

条非法捕捞犯罪线索，随即开展案件
侦查工作。12月4日凌晨，民警在北
碚嘉陵江白沙沱水域将正在实施非
法捕捞的张某等6人全部抓获，现场
查获渔获物145公斤，查扣电击鱼枪
5把、电鱼杆2把、探鱼器1部、涉案车
辆4辆、涉案船只1艘，查封涉案仓库

1处。
经查，11月底，蒋某鸥、陈某兴受

张某邀约来渝，驾驶“三无”船舶，利
用专业潜水设备，在嘉陵江重庆北碚
段实施非法捕捞4次，捕捞野生鱼
200余公斤，并将渔获物售贩至餐馆
销售。

此案系重庆破获的首例利用专
业潜水设备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案
件。目前，张某、蒋某鸥、陈某兴等6
人已被刑事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江北警方破获
我市首例利用专业设备非法捕捞案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2月29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丰都警方
成功斩断一条集捕捞、运输、收售于
一体的地下非法捕捞水产品链条，抓
获犯罪嫌疑人8人。

今年10月下旬，丰都警方在侦

办一起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
物（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刑
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向某林等人实
施非法捕捞的重要线索，随即成立
专案组开展深挖工作。11月 4日，
专案组将向某林等7名涉及非法捕

捞、运输、贩卖、销售的犯罪嫌疑人
全部抓获。

经查，3月以来，向某林等人驾驶
“三无”船只，使用电捕鱼具、密眼网
等禁用渔具，在彭水芙蓉江水域实施
非法捕捞20余次，捕获野生鱼300余
公斤，非法捕捞的渔获物全部售卖给
餐饮场所及鱼贩。

目前，向某林等8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深挖中。

丰都警方斩断
一地下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链条

玛瑙学校探索新时代立德树人之路
立足核心素养 让孩子多元发展、个性成长

前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育
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世界上
没有才能的人是没有的。问题在于
教育者要去发现每一位学生的禀赋、
兴趣、爱好和特长，为他们的表现和
发展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引导。”

近年来，南岸区玛瑙学校在南岸
区课程领导力建设的推动下，本着

“理解孩子内心生长的力量，让每个
生命精彩绽放”的良好愿景，以“知类
通达，知行相长"办学理念为引领，构
建“本心课程”体系，开启新时代立德
树人新征程。

构建多元课程体系
回归育人本心

近日，南岸区玛瑙学校接连传来
好消息：学校师生7人在“紫荆杯”两
岸暨港澳青少年书画大赛中斩获佳
绩；学校舞蹈队在南岸区第十四届中
小学生艺术节舞蹈大赛中荣获一等
奖……

这样高密度、高质量的捷报频
传，在玛瑙学校已是常态。师生在体
育、艺术、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开花，其

背后是学校立足核心素养，尊重个
性，让孩子多元发展、个性成长的教
育智慧。

“学校是发现每一个孩子成为更
好的自己的地方，学校的全部责任就
是用心呵护每一个生命，为孩子们提
供帮助和支持，静待花开。”玛瑙学校
校长廖庆表示。

秉承着“理解孩子内心生长的力
量，让每个生命精彩绽放”的初心，玛
瑙学校以课程领导力建设为背景，整
合学校、社会、家长等多元渠道，在落
实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构建包括

“心智”“心雅”“心向”3类课程在内
的“本心课程”体系，着力增强学生文
化素养，提升学生公民素养，实现自
主个性化发展。

在“心智”课程拓展学科素养和
“心雅”课程提升公民素养基础上，学
校因地制宜，基于教师专长、学生兴
趣、传统文化等，成立篮球、乒乓球、
田径、跳绳、毽球、击剑等30多个社
团，涵盖艺术素养、科技拓展、体育运
动多个领域。

此外，学校还开设丰富多彩的校
本课程，给孩子们搭建了更高的平

台，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充分让孩
子们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智能。航
模、机器人、单片机等探究型课程，
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培养创新精
神；未来建筑师、科技小论文、小创
意等特色课程和项目，让学生锻炼
逻辑思维、发明创造能力和团队合
作精神，习得科学素养；柳琴、剪
纸、陶笛、戏曲等传统文化课程，让
学生领略传统艺术之美，传承中华

优秀文化。
丰沃的课程土壤，让有每一种发

展需要的学生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成
长道路。

打造系列育人平台
绽放“千红”精彩

今年11月，玛瑙学校以“我的大学
我的梦”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体育艺术

节盛大开幕。在玛瑙宝贝南南、心
心、映映的带领下，玛瑙少年们代表
各自心中梦想的大学依次入场，嘻哈
街舞、高雅击剑、传统武术、话剧陶笛
应有尽有，汇聚成欢乐和艺术的海
洋。

作为学校标杆性盛会，已经连续
举办17届的体育艺术节，根据不同
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展示活动，
从缤纷海洋、奇幻森林、到大美重庆、

“壮丽七十年，民族大联欢”，每个班
级各自代表主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过背景调查、创意设计、集体展示，
让孩子们文化和知识的碰撞中，接受
多元文化熏陶，锻炼检索、思考、创
意、制作等能力。

以校园体育艺术节为代表，玛瑙
学校深度挖掘传统节日与学校主题
活动的内在契合点，构建了以“校园
八节”活动为中心的节日课程。9月
起正节、10月体艺节、11月创新节、
12月感恩节、3月读书节、4月篮球
节、5月展示节、6月收获节，玛瑙少
年们在丰富多彩的节日课程中探究、
阅读、思考、实践，展现个性，体会生
活。

读书节上，成语大比拼、飞花
令、现场作文、名家名篇推荐、百日
挑战阅读、名家进校园等活动精彩
纷呈；篮球文化节上，玛瑙健儿们追
逐跳跃，呐喊欢呼，尽情挥洒热爱和
激情……

近年来，学生在毽球、舞蹈、书
画、演讲等多个领域获奖百余人次，
绽放出“各美其美”的别样精彩。学
校先后获评南岸区义务教育阶段体
育特色学校、“戏曲进校园”特色基地
学校等荣誉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玛瑙学校主动营造评
价改革的“小气候”，依托国家课程教
材中心的“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研
究”实验学校，紧紧围绕“思想品德”

“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
“社会实践”5个维度研发指标评价
体系，让评价指标成为玛瑙学校千红
少年五育并举的标准。

何霜 姚兰 覃燕
图片由玛瑙学校提供

学校在重庆市“智美体育杯”毽球比赛中荣获平推三人组冠军

□本报记者 陈国栋

抗战防空袭、三线建设“深挖
洞”，在两个特殊的年代，重庆中心
城区修筑了大量防空洞。

几十年过去，随着时代发展，
一些防空洞要么隐入闹市，要么藏
身密林，与市民的距离越来越远，
更多地活在老重庆人的记忆中。

过去，防空洞是守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的屏障。如今，它们在增
强全民国防观念、人防意识的同时
还承担起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的任务。

为了让防空洞发挥出更大的
民生作用，市人民防空办按照重庆
城市提升相关要求，大力推进“山
城洞天”——重庆市人防工程服务
民生专项行动。

12月29日，受市人民防空办
邀请，我市文旅专家走进渝中、南
岸、江北的防空洞，实地调研人防
工程提档升级。

现场探访
行走迷宫 “穿越”时空

12月29日上午，专家们一行
来到位于渝中区瑞天路红岩村段
的卡福厂（化龙桥6号）防空洞。

该防空洞的洞口面朝滨江路，
建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原为三线
建设时期卡福电器厂生产车间。
三线建设时期，政府出钱、出爆破
物资，企业出劳动力，把洞子挖了
出来。

大家从半开的小门进入，洞子宽3—12
米、高3—7米，墙上嵌着的“人人重视安
全、个个遵守规程”安全提示已经褪色，墙
体表面已有些许风化脱落。洞内，主洞、
支洞、盲洞等纵横交错，犹如迷宫，大家在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心前行，边走边拍
照。目前，工程技术人员正在进行加固、
排水、通风等工作。

位于渝中区枇杷山后街，印制一厂文
创产业园内的神仙洞（捍卫路24号）防空
洞，上世纪60年代改扩建后作为重庆印
制一厂车间仓库使用。神仙洞的洞口高
约10米，洞室开阔，岔洞不少，洞内面积
3000余平方米，目前已安上排风设施和
灯光、地砖。

洪崖洞（解放碑12号）防空洞的一个
洞口位于重医附二院附近。该防空洞建
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原为市公安局防空
洞。记者看到，洞内架设着脚手架，工人
们在三四米宽的通道内施工。洞内水流
潺潺，地面湿滑，大家一路下行，走得很小
心。大约5分钟后，大家七弯八拐，从另
一个洞口钻了出来，往左右一看，已置身
洪崖洞半山腰的凌空栈道。出口右边是
洪崖洞景区的青年旅社，往下俯瞰，嘉陵
江正静静流淌。“洪崖洞，果然有个洞！”一
位专家叹道。

改造方向
“一洞一策”打造“别有洞天”

市人民防空办有关负责人说，为突出
山城防空洞的自然景观特色，深挖巴渝文
化、抗战文化等人文底蕴，展现“洞天仙
境”的美学价值和“别有洞天”的哲学意
境，我市决定对防空洞进行“一洞一策”提
档升级。

卡福厂防空洞拟打造成以“三线建设
文旅印记”为主线的宣传教育基地。依托
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影响力，挖掘三线建设
企业防空洞的文化本底，打造文旅体验项
目。

神仙洞防空洞拟打造成影视制作基
地，已有文化传播公司结合后街影视文化
产业园需求完善配套服务。

洪崖洞防空洞已纳入渝
中区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洪崖
洞崖壁公园的重点建设项目，
拟改造成崖壁公园步道交通
的辅助通道。该通道将解放
碑WFC（环球金融中心）等景
点和洪崖洞串联起来，增加洪
崖洞景区的历史文化内涵，拓
展旅游空间。

黄葛古道1、2号防空洞
通过建设，将把黄葛古道、黄
桷垭老街与老君洞景区等历
史遗迹连成一体，形成有历史
底蕴的巴渝文化和抗战文化
风貌展示区。

江寸465、466防空洞，拟
打造为文创博物馆。

专家支招
在保护中利用 讲好人文故事

调研结束后，市人民防空
办组织专家座谈。专家们纷
纷建议，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加
以利用，注重讲好历史文化故
事。

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
长王川平建议，卡福厂防空洞
改造可与洞体上方的红岩纪
念馆合作，以电梯方式解决垂
直交通问题，展示文创+休闲
内容；神仙洞防空洞可打造成
小剧场；洪崖洞防空洞，通道
壁可适度美化；黄葛古道防空
洞可与老君洞合作打造；江寸

465、466防空洞，建议申报我市工业文化
遗产。

重庆美术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邓
建强认为，在确保防空洞安全的前提下，
要讲好人文故事，说清洞的来历、作用以
及与洞有关的人物故事等；文化氛围、色
彩以及通风、照明设施等的设计，要与洞
的主题、风格契合，体现出设计感；洞内的
业态，要与周边的业态联动、呼应。

重庆文化旅游研究会会长郭道荣建
议，将神仙洞洞内和洞外的城市阳台、房
屋建筑等一体化打造，吸引年轻人前往打
卡；洪崖洞防空洞通道，可设置为上行单
向通道，洞壁可设计精美的广告，市民通
过扫码获取解放碑附近的各种消费信息；
黄葛古道防空洞，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可
让一部分保持原来风貌，让人追忆历史，
通道建好后可与老君洞和黄葛古道相通，
古道旁可增设“茶”与“歇”；江北的两个防
空洞，可与江岸线的老码头一起打造。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孙闯建议，每一个
洞，不一定非要搞大动作。比如465、466
两个洞，储存展示商品将占用部分空间，
因此在美化洞内环境时，不宜用雕塑，最
好用浮雕。另外，要建好厕所、座椅等便
民设施，让游客有好的体验感。

重庆文化创意产业协会会长袁伟勇
建议在洞内增加科技感，比如用先进的灯
光科技、投影技术等，带来不一样的体验；
在市场开拓方面，可以立足防空洞原来的
工业产品，开发文创产品。

市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幸军表示，防空
洞既是人防工程，也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
源，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加以利用，用好用
活。防空洞作为人的活动空间，要多从人
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比如怎样让游客在洞
内更舒适等。

市人民防空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该办正与文旅委等部门联动，促进防
空洞保护利用与文旅项目深度融合。“我
们将充分吸纳专家们的意见、建议，不断
提升防空洞的文化品位和格调，走好可持
续发展路子，更好地履行人民防空‘战时
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职能使命。”
该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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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重庆中心城区最后一艘餐饮船舶“鑫源渔港”被拖移。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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