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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3月2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和重庆市公
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桥隧错峰通行
首日，即3月1日重庆轨道交通的总客流量达到
330.4万人次，超过了去年重庆轨道交通日均客
运量，当日重庆公交总客流量424.4万人次，较上
周一增加41.9万人次。

为印证这一数字，记者乘坐轨道和公交车进
行了实际体验。

3月2日上午8点30分，记者从轨道冉家坝
站出发前往临江门。进入5号线与6号线换乘的
冉家坝站时，记者发现车站的乘客较往常明显增
多。8点40分记者到达红旗河沟站，发现需要坐
扶梯下到3号线站台的乘客排起了长队，轨道站
也增派了更多的工作人员维持秩序。

下午 6 点记者在江北区小苑公交站乘坐
471路公交车。蚂蝗梁至李家坪立交路段稍微
有些拥堵，6 点 10 分公交停靠在李家坪公交
站。离站后，公交驶入嘉华大桥向渝中区方向
驶去，记者注意到桥面上机动车较少，一路畅通
无阻。记者看了下手机的时间，公交车过桥只
用了4分钟。“限行之后过桥没有堵车了，昨天
桥上车流量也很少。”部分乘客表示，以前开车
过桥一路走走停停，限行后改乘公共交通反而
节省了不少通勤时间。

桥隧错峰通行
公交轨道客流量增加

本报讯 （记者 周松）内环快速路违停规避
错峰时段，小心遭重罚。3月2日，记者从市公安
局交巡警总队获悉，桥隧错峰通行第二天，闯限车
辆已大幅减少，不过部分尾号受限的车辆，选择在
内环快速路违法停靠等待通行。交警部门表示，
将对这一严重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违停车辆
将被处罚款200元并记6分。

3月2日，交巡警发现，高峰时段有车牌尾号
为2或7的车辆停在红槽房立交至高家花园大桥
南桥头、石子山立交至高家花园大桥北桥头路段
等地，等待错峰通行时间结束。

交巡警表示，内环快速路车速较快，在内环上
停车既违法又不安全。即日起，交巡警将加大对
在内环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查处力度。交巡警也
提醒广大市民，提前了解错峰通行要求，规划好出
行时间和通勤方式。

内环快速路违停规避错峰时段
罚200元记6分

□本报记者 黄琪奥

3月2日，《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复制件捐赠仪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举行，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向三峡博物馆捐
赠了《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复制
件，进而让更多市民能直观地了解开埠给重庆
带来的巨大影响。

据介绍，《烟台条约》签订于1876年，在这份
晚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虽未明确规
定增设重庆为通商口岸，但却允许英国“派员驻寓”
重庆，确定了重庆开埠的前提条件，为日后重庆开
埠埋下了伏笔。签订于1890年的《烟台条约续增
专条》则让英国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使重
庆成为英国强迫中国开放的第20个口岸。

多方寻觅终见条约真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两个条约的存在，
为我们研究重庆开埠以来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参
考，我从1981年开始研究‘重庆开埠’这一课题
时，就一直希望能看到这两个条约的原件。”当
天的捐赠仪式上，周勇表示，但受限于种种因
素，即使他对这两份条约的内容耳熟能详，但始
终未识得庐山真面目。

“随着国门的打开，向英国追寻这两份条
约原件的条件日渐成熟。”周勇介绍，2018年4
月，经过多方的帮助，周勇和他的团队成功地
在浩若烟海的英国国家档案馆库房中找到了
条约的目录，并在2018年4月27日发现了这
两份条约，成为128年来第一批目睹其真容的
重庆人。

“当时，看到这两份原件后，我第一个想法
就是要把它们带回重庆。”周勇说，“经过多方协
调，馆方同意我们拍摄原件。回国以后，我们按
原样复制了两份条约，于是就有了现在我们所
看到的复制件。”

两份条约见证重庆近代史的起点

周勇表示，《烟台条约》与《烟台条约续增专
条》的签订，不仅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重要见证，意味着西方列强的魔爪从中
国沿海伸向中国内陆，也是重庆近代史的起点，
标志着重庆就此迈入了近代门槛，开始了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特别是条约签订后，
英国于1891年在重庆设立海关，让重庆成为长
江上游地区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加速了
重庆城市化进程，也为后来新思想、新文化在重
庆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同时，就条约自身而言，还包含着巨大的
历史和学术价值。”周勇说，例如这两份条约由
中英两个文本组成，中文用毛笔书写，英文用钢
笔书写。英文本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这一
发现无疑为我们今后研究晚清与列强签订不平
等条约提供了重要实物样本。”

为市民了解重庆开埠提供直观参考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这两份珍贵的复印

件会作为三峡博物馆《重庆开埠微展览》的重要
组成部分，与其他22件展品一起，向市民多方
位展示开埠对重庆社会、经济、思想等方面产生
的影响。

“三峡博物馆自建立以来，就相当注重搜集
与重庆开埠有关的文物及史料。”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艾智科表示，《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复制件的成功入藏，既是
对三峡博物馆馆藏开埠历史相关文献的重要补
充，也能为市民了解重庆开埠提供更加直观的
参考。

艾智科透露，未来三峡博物馆将进一步加
大对重庆开埠相关图片和文献的搜集力度，并
把这些珍贵的文献放到即将开放的重庆开埠历
史博物馆内进行展出，进而为市民描绘出一幅
重庆开埠的历史画卷，让更多人知晓开埠对重
庆这座城市的巨大影响。

两份史料讲述重庆开埠由来
《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复制件入藏三峡博物馆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谢凤）
“请同学们翻到第55页，看看有什么发现？”3月
1日，大足中学历史教师徐雪梅在新学期第一节
历史课上，兴奋地与同学们分享最新修订的国家
统编教材《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的新变化：在第
12课《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中，大足石刻释
迦牟尼涅槃圣迹图跃然纸上。

始建于初唐，鼎盛于两宋的大足石刻，共5
万余尊造像，代表了公元9至13世纪世界石窟
艺术的最高水平，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继敦煌莫高窟之后
中国第二个石窟类的世界文化遗产。释迦牟尼
涅槃圣迹图、父母恩重经变像、六道轮回图、牧牛
图等一龛龛造像不仅精美绝伦，还蕴含着“慈、
善、孝、义、廉”等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理念，彰显了
民族优秀文化的无穷生命力。

自20世纪90年代起，大足石刻作为教育资
源得到开发应用，并以各种形式进入地方教材、
高校专业教材。1998年，大足石刻被编入川教
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以“史海拾贝”的形式

呈现，该教材曾在西部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使
用，直至2017年秋季中国历史教材改版。2012
年，大足石刻被编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品德
与社会》（地方教材）。2013年，大足石刻被编入
由人民美术教育社出版的美术教科书（地方教
材）。此外，南京师范大学还将大足石刻纳入历
史、美术、哲学等自编专业教材。从本学期起，全
国广大青少年就能从历史课本中领略大足石刻
的文化艺术魅力。

“作为一名大足人，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大足中学初一（七）班同学黄茂恒说，当翻到大足
石刻释迦牟尼涅槃圣迹图时，他特别激动，并一
口气看完了这一课的全部内容。

“大足石刻进入全国统编教材，有利于深化
青少年对中国石窟艺术、唐宋历史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认识，对培养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都具有积极作用。”徐雪梅说，拿到教材后，
她就一直在思考如何上好这一课。在接下来的
教学中，她将利用本土优势，结合教材内容，让孩
子们进一步了解大足石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大足石刻入选国家统编教材《中国历史》

桥隧错峰通行第二天记者实地体验桥隧错峰通行第二天记者实地体验：：

早晚高峰时段早晚高峰时段
过桥穿城顺畅过桥穿城顺畅

“以往这个时候经过石门大

桥，少说也要多花费20分钟。”

“以前我们早晚高峰都不愿意

过桥，因为太堵了，过一趟桥相当

于少拉一单生意。”

桥隧错峰通行新规实施后，中

心城区道路通畅度究竟如何，桥隧

错峰通行第二天，记者打的穿越中

心城区，进行了一番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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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早上7时35分，记者从红旗河沟
转盘出发，搭乘出租车前往三峡广
场。

从红旗河沟转盘经红黄路、红石
路，7时50分，记者就来到了石门大
桥北桥头附近。沿途一路顺畅，除经
过红绿灯，几乎没有出现缓行的状
况。

驶入石门大桥记者看到，此时
石门大桥双向通行顺畅，没有出现
一步一停、排队等候的情况。记者
乘坐的出租车没有停顿，以约30公
里/小时的速度顺利驶过石门大桥，

直到下桥后进入沙坪坝区，才在石
门大桥南引桥处由于多车道汇流，
遭遇了缓行拥堵，不过拥堵长度只
有 300 多米。缓行几分钟后，记者
顺利驶离石门大桥南引桥，一路顺
畅地于 8 时左右到达了三峡广场，
全程耗时约25分钟。

“以往这个时候经过石门大桥，
少说也要多花费 20 分钟。”记者搭
乘的出租车司机郭师傅称，以往早
晚高峰期间石门大桥都会出现拥
堵，车流甚至能一直排到大庆村立
交。

77∶∶5050 石门大桥不再一步一停

早上8时25分，记者搭乘出租车
从石桥铺经虎头岩隧道上嘉华大桥前
往红旗河沟。

进入虎头岩隧道前一路畅通，进
入虎头岩隧道后，由于多车道汇流，车
速有所降低，隧道中出现缓行情况，但
并未造成拥堵。

出虎头岩隧道后驶入嘉华大桥，此

时桥面上没有丝毫拥堵，记者搭乘的出
租车没有任何停顿一路畅通地通过嘉
华大桥，一直行驶到重庆儿童公园公交
站前的路口处，才因为车道变窄形成车
辆积压，导致缓堵。

通过嘉华大桥时记者注意到，从
江北前往渝中方向的桥面也没有了以
往的拥堵情况，保持着畅通。

88∶∶2525 嘉华大桥双向通行无障碍

17时35分，记者搭乘出租车从观音桥
步行街前往南岸区。

通过渝澳大桥时记者发现，此时渝澳
大桥往菜园坝方向有缓堵现象，不过车流
仅排到渝澳大桥上桥的红绿灯位置，与以
往从观音桥下穿道出口处就开始拥堵的情
况有明显改善。

记者通过渝澳大桥时，也没有像以往
那样因为拥堵停在桥面上，仅用了几分钟

就缓行通过了渝澳大桥。不过在牛角沱立
交进入向阳隧道前，因车辆变道等原因造
成了一定缓堵。

“以前我们早晚高峰都不愿意过桥，因
为太堵了，过一趟桥相当于少拉一单生
意。”记者乘坐的出租车司机陈师傅高兴地
告诉记者，实行错峰通行后，他明显感觉到
过桥所需的时间减少了，错峰通行第一天
晚高峰期间，他比以往多赚了几十元。

1717∶∶3535 渝澳大桥仅有桥面缓堵

18时50分，记者再次搭乘出租车，从
南岸区万达广场经长江大桥、石黄隧道、黄
花园大桥前往红旗河沟。

在经过长江大桥时记者发现，以往桥面
上停满车的拥堵情况不见了。此时，长江大
桥非常畅通，记者搭乘的出租车全程没踩刹
车就顺利驶入了石黄隧道。只有在驶出石
黄隧道即将进入黄花园大桥处，才因与临江
门方向来车汇流造成了短暂的缓堵。

在驶入黄花园大桥后缓堵情况消失了，
一路非常顺畅，记者仅用了23分钟就从南岸
区万达广场到达了红旗河沟，而在以往晚高峰

时期，这段路程少说也得多花费10几分钟。
同时，经过黄花园大桥时记者看到，此

时的黄花园大桥江北往渝中方向，虽然车
辆有少许积压，但是车流仅仅排到黄花园
大桥中段，比起以往车流排到五里店立交
处可谓改善了许多。

通过一天的体验记者注意到，错峰通
行新规实施后，受限桥梁的通行情况有一
定改善，但仍有一些地方因为多车道汇流、
交通信号灯设置等情况，存在一定的拥堵，
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根据最新的交通变化，
及时作出调整，更好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1818∶∶5050 长江大桥和黄花园大桥一路畅通

三
月
一
日
，重
庆
长
江
大
桥
，桥
隧
错
峰
通
行
首
日
，早
高
峰
八
点
半
左
右
，桥
上
车
辆
通
行
平
稳

有
序
。

首
席
记
者

龙
帆

摄\

视
觉
重
庆

□本报记者 周松

本报讯 （记者 李珩）3月3日是第22个
全国爱耳日，今年爱耳日主题是“人人享有听力
健康”，但事实上，除了发际线，突发性耳聋开始
成为又一中年危机。新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邓
安春副教授提醒，熬夜、劳累、压力大、精神紧张、
情绪波动等都是诱发突发性耳聋的因素。

39岁的王女士在衣不解带地照顾生病家人
一周后，突然感觉左耳被“堵”上了，毫无预兆，突
发性耳聋就这么“任性”地出现了。

据了解，突发性耳聋可以发生在任何年龄，不
分男女老少。不过整体来说，它最常发生在中年人
群，40～55岁占据了这个疾病患者群的半壁江山。

突发性耳聋简称为突聋，在短时间内（几分
钟、几小时或3天以内）突然出现的听力下降，通过
听力检查至少两个以上相连的频率，听力损失超
过20分贝以上，排除了耳屎堵塞、中耳炎、肿瘤、先
天性耳畸形、遗传等因素，可以认定为突发性耳聋。

邓安春说，突然出现的耳鸣、耳闷、耳堵塞
感、听力下降、眩晕，都可能是突发性耳聋的表
现。有的患者对听力变化不敏感，尤其是有一只
耳朵完全正常、不影响日常交流的情况下，有可
能完全不知道自己另一只耳朵听力出现问题，只
有在听力检查出来后，才恍然大悟。

相比成人，儿童突聋就很隐蔽。8岁的小齐
（化名）第一次上网课，带上耳机发现左边耳朵声
小，右边耳朵声大，到医院检查发现，其左耳听力
下降。小齐的耳聋是突然被发现，但不一定是突
然发生的，要不是机缘巧合使用耳机，他甚至不

知道自己听力下降。
为此，重医附属儿童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医生江英提醒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听力健康，不要
认为孩子平常交流没有明显问题，耳聋这个事就
很遥远。更有甚者，孩子因听力下降而听不清大
人讲话，粗心的家长却误以为孩子不听话、不爱
搭理人，以至延误诊疗时机。整体而言，儿童突
发性耳聋治疗效果相对欠佳，发现不及时导致错
过最佳治疗时间是重要原因之一。

一旦发现有突发性耳聋的可能，应尽快到医
院就诊。因为14天以内开始治疗，获得改善的
可能性达70～80%以上。如果起病后1个月再
治疗，改善的可能性就锐减到20%以下。如果
听力已经稳定下降超过3～6个月，恢复的可能
性就近乎为零了。

相关链接>>>

做好三点保护我们的听力
1、张弛有度，劳逸结合。尽量不熬夜，适当

调节工作压力，避免过度劳累。
2、保持一个平稳淡定的心态。现代社会难

免会发生各种状况，从而影响心绪，但尽可能不
要暴怒狂喜，避免让情绪坐“过山车”。

3、锻炼身体，适度运动。运动本身可以舒缓
情绪压力，又可以改善睡眠，还能强身健体，减少
感冒。老年人可选择步行、打太极这样相对和缓
的方式，年轻人最好选择跳舞、跳操、跑步、打球
等能适度提高心率的有氧运动。

突发性耳聋开始成为又一中年危机
熬夜、劳累、压力大、精神紧张、情绪波动等都易诱发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害羞”的萌系小怪
兽，通往外界的“任意门”，夜里闪闪发光的“星
空”……和普通病房相比，这里更像一个游乐
园，它的名字叫“H28治愈星球”，是重庆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打造的我市首个儿童肿瘤病房。
日前，“H28治愈星球”正式投入使用，首批4名
小朋友患者入住。

一走进“H28治愈星球”，正中间有一个休
闲广场，孩子们如同发现了宝藏一般，因为在这

里可以滑滑梯、推推墙、玩互动转盘。休闲广场
四周有6个房间，是3个单人间和3个双人间。
房间不大，但很温馨，床头柜摆放着绿植和玩
偶，床单被套也印上了可爱的图案。即便是插
孔，也被画成了萌萌的小象。灯光也有6种颜

色可随意选择，十分温馨。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有一个相对轻松的治

疗过程，就像一场旅行，短暂的旅行结束以后，
他们又能够回去拥抱自己的生活。”重庆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副院长王颖说。

重庆首个儿童肿瘤病房投入使用

《烟台条约》《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复制件入藏三峡博物馆活动现场。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