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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曜 周
松）9月16日，我市中心城区和渝
东北等地相继出现强对流天气，暴
雨造成我市道路和低洼地带多处
积水。

上午9时，渝中、大渡口、江
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渝
北、巴南、两江新区、高新区、合川、
璧山、江津、綦江等区县首先迎来
短时强降水（20-40mm），局地伴
有雷电。16时20分，重庆气象台
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南川、
涪陵、长寿、垫江、丰都、武隆、彭
水、石柱、忠县、梁平、万州、开州、
城口等13个区县出现暴雨，局地
伴有雷电、阵发大风等强对流天
气。

12时30分左右，沙坪坝区红

槽房立交、南开中学下穿道、凤西
路因积水过深导致交通中断，新桥
铁路桥下穿道和凤鸣山立交桥下
穿道、陈家湾下穿道积水严重。

沙坪坝区交巡警立即赶到现
场，对车辆进行分流引导，对已经
中断的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引
导车辆进行绕行。同时排查有无
受困群众和车辆，并对受困车辆和
人员及时进行救助。

因地势较低，红槽房老街积水
严重，水深迅速没过膝盖，部分住
一楼的群众家中积水超过一米
深。天星桥派出所民警立即进入
该区域，带上救生圈、救生衣等设
备，兵分多路搜寻有无群众受困，
并将被困群众一一救出，送往安全
地带。

重庆中心城区和渝东北昨降暴雨
多处道路和低洼处出现积水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针
对新一轮强降雨可能带来的河流
涨水，结合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
分析，9月16日11时，市水利局启
动水旱灾害防御IV级应急响应。

根据气象、水文预报，16日白
天到夜间，我市各地中到大雨，部分
地区暴雨到大暴雨；17日白天到夜
间，中东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
雨，其余地区阵雨；18日白天到夜
间，中西部及东北部部分地区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中到大
雨。四川境内嘉陵江、渠江流域，贵
州境内綦江、乌江流域均有较强降
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预计未来
1-3天长江、嘉陵江、乌江将有一轮
明显涨水过程；渠江罗渡溪站将于
20日前后发生一次20000立方米/
秒左右的洪水过程，洪峰水位预计
超保证水位0.5米左右；降雨区域中
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
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戒水位。

重庆启动水旱灾害
防御IV级应急响应

综合新华社成都9月16日电 9月
16日4时33分，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发生
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四川省抗
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二级地震应急响应。
截至当日16时，地震造成泸州等地3人
死亡，100人受伤，12.1万人受灾。地震
发生后，多方力量驰援灾区。在全力搜
救被困人员的同时，排查各个方面的安
全隐患。

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赶赴震区

记者16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应急
管理部启动地震应急三级响应，派出由
中国地震局副局长带队的工作组赶赴泸

县地震灾区现场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泸州启动地震灾害一级应急响应

地震发生后，泸州市启动地震灾害
一级应急响应，泸州市应急委共调集抢
险救援力量2900余人在灾区全力开展
救援。四川省应急指挥中心已调成都、
宜宾、自贡、内江等地消防救援力量约
160人赶赴泸县救援。

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高速公路一
支队在成自泸高速、成渝高速等通往泸
州市的主干线高速成都收费站口开辟应
急救援绿色通道。高速公路三支队启动
应急救助响应预案，在内江、泸州、泸县、

况场、泸县西各收费站紧急开通救援通
道，全力确保救援车辆正常通行。

武警部队全力推进抢险救灾

地震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第一时
间出动300余名官兵携带救援器材赶往
救灾一线。截至16时，共转移受灾群众
1200人，救治被埋群众4人，排查险情
470余处，疏通道路24公里，搭建帐篷
162顶，搬运物资20余吨，并开设2个医
疗救助站，进行医疗救护、场地消毒和群
众巡诊工作。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迅速按照
应急预案，火速驰援震中。截至16时，

已累计转移受灾群众18人，救治受伤群
众1人，抢通中断道路2处，转移物资财
产89件（套）。

53000余户用户供电已恢复

据悉，四川省财政厅已紧急向泸县
财政专调资金5000万元，用于支持开展
抢险救援和群众安置等工作。

地震造成部分供电线路停运，
66000余户用户停电。国网四川电力
公司第一时间全力开展应急抢险救援，
截至16时，电力部门已恢复53000余
户用户供电，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紧张进
行中。

□新华社记者 高健钧 袁波 吴光于

地震发生后，新华社记者从成都
出发奔赴灾区。9点5分，记者在大雨
中进入震中嘉明镇，沿途见到有民房
围墙倒塌。受地震影响，镇上民房大
部分停电，沿街可见小商店货架倒地，
群众正在清理商品。

9点24分，记者抵达福集镇。大
雨中，救援人员正挨家挨户排查危房
中的居民，并将他们带至临时安置
点。在大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安置
点，工作人员为居民分发月饼、蛋糕等
食物。

福集镇居民赖建容告诉记者，凌
晨4点左右她感觉到轻微震感。4点
33分感到摇晃异常剧烈，她穿着睡
衣、光着脚就跑了出来。“家里房子的
墙体有砖脱落，不敢再进去。”天亮后，
她被救援人员带到位于大田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的广场安置点。

记者在该安置点看到，工作人员
正抓紧冒雨搭建帐篷，一些工作人员
负责接收登记救援物资，还有志愿者
服务安置群众，送去牛奶、面包、方便
面等食品。考虑到降雨导致气温较
低，工作人员在安置点帐篷全部搭建
好之前，尽可能将老人和孩子安顿在
党群服务中心室内。

截至9月16日11点，泸县全县
共设安置点 79 个，紧急转移安置
3212人，受灾群众人数仍在进一步
统计中。

目前，国家电网泸州供电公司
正全力开展电网抢修。此外，记者
从四川省公安厅获悉，为保证救援
道路畅通，G4215 成自泸高速泸县
西收费站，G76 厦蓉高速泸县收费
站、隆昌收费站对地方车辆进行交
通管控。

（据新华社成都9月16日电）

挨家挨户排查
转移受灾群众

——四川泸县地震
救援现场直击

9月16日下午，记者从重庆
交通开投轨道集团获悉，经工作人
员紧急处理，轨道交通1号线沙坪
坝站具备开通条件，计划于16:30
恢复运营，1号出入口暂不开通，2
号出入口因设备进水，电扶梯暂不
开启，乘客可采用步梯进出站。

而在16日 13:30，重庆轨道
交通1号线沙坪坝站因站外雨势
过大，出现了雨水倒灌车站的情
况。为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重庆
交通开投轨道集团对沙坪坝站采
取临时封站措施，各次列车在该站

不停站通过。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发生雨水倒灌的情况，系市政管网
排水较慢所致。

据了解，本次雨水倒灌突发状
况并未对沙坪坝站的站台层和站
厅层造成影响。

9月16日晚，记者从重庆交
通开投轨道集团获悉，经工作人员
紧急处理，此前因暴雨关闭的地铁
1号线沙坪坝站1号出入口具备开
通条件，已于20:44开通。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钱
也 王梓涵 黎静）

1号线沙坪坝站1号出入口恢复开通

9月16日，江北区盘溪路延伸段，行人在暴雨中涉水过马路。当日，
我市主城突降暴雨，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情况。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9月16日，武警四川总队泸州支队官兵在泸县福集镇草坝村转移受灾群众（手机照片）。 新华社发

▲9月16日，武警四川总队泸州支队官兵
为受灾群众搭建帐篷（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9月16日，重庆北火车站候车大厅，众多出行的旅客积压在候车厅。当天，受
泸县地震影响，重庆多趟铁路列车停运。 记者 崔力 杨铌紫 摄/视觉重庆

▶9月16日，第一批中央救灾物资运输车驶离中央救灾物资重庆储备库驰援泸
县。当日，国家应急力量中国安能重庆公司救援队抵达泸县参与救灾。

（市应急局供图）

火速驰援 泸县6.0级地震致12.1万人受灾
各方全力抢险救援

管理教学齐创新 用心浇灌民族情
创新管理模式

促进汉藏学生融合共生

又是一年开学季，又是播种梦想
时。今年，又有87名来自青海的藏
族学生怀揣着美好憧憬来到重庆市
医药卫生学校。截至目前，学校累计
接收培养藏族学生470人。

为了培育好这些孩子，学校从管
理入手，出实招、巧招、妙招。

学校实施“混班”“混宿”，按比例
将藏族学生按专业混编入各班级，共
同参与班级管理，还派了综合素质突
出的学生与藏族学生结成一对一帮
扶小组，大家携手同进。寝室比例实
行混宿安排，统一标准，统一规范，让
藏族孩子感受到巨大温暖。

与此同时，学校还从上到下，各
负其责，统筹开展政策宣传、精准帮
扶、心理疏导、赴藏家访、日常关怀等
工作。

基于“管理融合”育人机制，学校
把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结
合起来，以活动润心为宗旨，打造“初
心铸魂”“仁心明德”“潜心修技”“匠
心筑梦”的“四心”活动品牌，加强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强藏族学生
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
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打牢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

此外，举行“一二九”爱国主题教
育、“中华魂”主题教育等，组织文明
风采大赛，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岗位
体验活动，带学生到社区开展健康知
识宣讲……引导学生从职业技能走
向职业精神，领会大医精诚之道。

这些管理模式有效地促进汉藏
学生深度融合，让藏族学生在校园里
找到了家的温暖，激励他们在这里练
好本领、服务家乡。

探索“三二二三”教学模式
提升藏族学生综合素质

西藏中职班学生与本地学生在

年龄层次、性格特点、文化基础、学习
能力上都存在差异，如何针对其特
点，运用恰当的教学方法，培养优秀
的藏族学生，考验着学校的智慧。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探索“三二
二三”教学模式创新实践，不断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三个阶段”，即将内地中职培养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年基础教育阶
段，主要开设汉语、职业生涯规划、四
史教育、专业理论等课程；第二年技
能提升阶段，开设实训、岗位体验、藏
区常见病、多发病等课程；第三年岗
位实践阶段，全部返回当地医院实
习，以内地学习、青海检验的方式，持
续深化教学改革。

在具体的课程和教学方式也进
行了精心设计，开发了两套课程：一
套为既有课程，所有学生共学共用；
一套针对藏族学生设置的包括当地
常见病、多发病的专业课程，以民族
政策、法律法规为重点的思政课和提
升汉语运用能力的基础课程。并采
取“混班”教学，全部使用汉语授课，

专设课程采用汉、藏双语授课两种方
式，确保让藏族学生更好成长发展。

为了做好教学保障，学校从协同
育人、团队、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加强
与藏区行业、医院之间的合作，协同
育人，打造一支以学校教师为主，包
含内地与藏区行业专家、职教专家的
教学团队，建立学、教、用“三位一体”
评价体系，持续深化教学改革。

“三二二三”教学模式的实践，开
创了西藏中职班的教学范式，提升了
育人质量，结出了累累硕果。

持续深化名校责任担当
催开民族团结之花

“老师，节日快乐，很感激遇到老
师您，感谢老师您对我的关心和照
顾。”“老师感谢您教会我本领和技
能……”一条条炽热的祝福短信，铭
刻在重庆医药卫生学校老师们的心
里。

7年时间的倾情付出、真抓实

干，学校收获了藏族孩子的信任，结
出了累累育人硕果。

藏族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累
计获奖37项，其中国家级1项、市级
6项。2017年，求尼永措等藏族学生
主创的微视频《为梦想远行》获第13
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竞
赛决赛一等奖，邓多日吉同学荣获中
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毕业生147
人返回当地就业，受到当地用人单位
的一致好评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实施“五个
精准”，落实职教援藏》在2020年重
庆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案例遴选中
荣获“职教精准扶贫典型案例”，《打
造“二二四四”育人工程，深化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在第二届重庆市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案例评选中获得一等
奖。学校藏族学生管理工作多次得
到市、区相关部门和领导的充分肯
定。新疆喀什卫校、江西赣州卫校等
10余所国家示范校到学校考察学
习，辐射作用明显。

谭茭 胡忠英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
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
民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着
数以千计的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

作为一所享誉全国的中职教
育品牌学校，重庆市医药卫生学
校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大力支持民族教育事业发展，为
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2014 年，学校积极响应国家
开设西藏中职班要求，在学校重
点特色专业建设、国家级中职示
范学校建设和高水平中职学校建
设等项目支持下，持续深化西藏
中职班教育教学改革和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构建并实施“两混双
线”管理模式和“三二二三”教学
模式，培养出大量有理想、有道
德、有技能、有纪律、就业能力较
强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为做好民族地区的教育和人
才培养提拱了可鉴样本。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