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素兰 让品德修养润物无声地进入学生心田

“德育既是学生入学的第
一课，也是学生离校前的最后
一课，是需要终身修炼的价值
观。”何素兰是北师大南川附

校学生成长中心主任，在她看
来，教育不仅要传递给学生专
业知识，更要塑造学生的品德

修养、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

为此，北师大南川附校坚
持德育活动序列化、大型活动
全员化、志愿服务特色化、研
学旅行创新化，从学生进校开

始，围绕学校的办学理念和育
人目标，用制度管理和实践活
动引导德育工作，关注学生个

体多层次、多方位的需求，解

决学生的思想问题，规范学生

的认知行为和价值观念，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学校利用每周一次的班

级风采展、主题班队会、传统
节日、仪式教育活动等，开展

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以及其他各类主题

教育。
通过每年一次全体学生

参与的体育节、艺术节，让每个
学生都享有展示特长和才华的

机会，并以此带动学校体育艺
术教育发展，让体育艺术活动
成为校园文化建设和特色发展
的重要标志，成为展示学校教

育教学成果的重要手段。
学校坚持开展党团队牵

手志愿服务活动，采用“1名
党员＋N名团员＋N名少先
队员＋N名家长”的模式组建

9支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学校还被市

委宣传部授予市级“学雷锋示

范点”。

学校还以拓宽学生视野
为目标，创新性地开展了研学

旅行活动。春期组织学生进行
短途研学旅行，暑期组织学生

进行长途研学旅行，坚持让学

生“行走在路上，成长在旅途”。
“德育教育并非一蹴而

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

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何
素兰说，从小事、小节开始，让

品德修养润物无声地进入学
生心田，就能让他们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为整个人生打
下向好向上的价值基础。

何素兰说，现阶段学校
德育工作的目标在朝着多样

化和生活化的方向发展。该
校将继续加强对学生成长和
发展的关注，开展积极的素
质拓展活动，提升德育教育
的综合效益，促进学校工作

符合新课程标准对学生发展
提出的要求。

7月14日，何素兰参加《对话·南川榜样》直播访谈。
记者 喻梵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
7月 14日上午，重庆市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北师大南川

附校学生成长中心主任何素

兰，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重庆市小青蛙企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鹏，南川

区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心

副主任邹敬东做客区融媒体

中心《对话·南川榜样》直播

访谈节目，分享他们的榜样

故事。

三名南川青年做客《对话》栏目分享榜样故事

让理想信念在干事创业中升华

张 鹏 做创业就业者坚定的陪跑者、助力者

小青蛙孵化园区已经成
立运营了7年，属于科技服务
项目，是一个集众创空间托

管、建设、运营为一体的企业

孵化平台，主要为创业者和就
业者提供人力资源、企业咨
询、企业职业培训、灵活就业

创业、招商引资等一站式、全

程化的服务。
“作为现代服务业公司，

基地能帮助企业提供前期创
业思路探讨、工商注册及后

期行政、税务服务，解决创业
方面的各种问题。”张鹏介
绍，创业者可以在小青蛙孵
化基地里，共享办公区域，人
事、行政和财务，同时小青蛙
可以为创新创业群体提供一

站式服务，能帮助新创业群
体找准目标、找准方向，努力
发展业务，也能对优质项目
进行投资，让创业者全心全

意发展业务，争取早日毕业，
少却后顾之忧。

近年来，小青蛙先后荣获
“国家级备案众创空间”“重庆
市级孵化基地”“重庆市级科
技孵化器”“重庆市级众创空

间”“重庆市小企业创业基地”

“重庆市级职业培训学校”“重
庆市级群团服务站”“重庆市

青创空间”“重庆市五四红旗
团支部”等荣誉称号。

同时，以南川为总部，在
重庆的长寿、大足、綦江、两江
新区、丰都、沙坪坝以及四川
华蓥、贵州道真、西藏昌都、上
海等地都有小青蛙的众创空
间建设。

张鹏说，未来，小青蛙孵
化基地将一直秉持“为政府
服务，为企业赋能”的理念，
不断前行，以南川为总部，辐

射更多地区。建设企业发展
全流程的服务业态，做到孵
化园区企业服务的专业化、
垂直化、连锁化、精细化，做
好企业一站式服务工作，做
创业就业者坚定的陪跑者和

助力者。

7月14日，张鹏参加《对话·南川榜样》直播访谈。
记者 喻梵 摄

邹敬东 发挥“螺丝钉”精神为家乡助力

邹敬东是一名土生土长

的南川人，中职毕业后，没能
考上理想的学校，因为想多读

书，选择就读北京高校的成教

学院，获得了大专和本科学

历。后来他又用了一年多的

时间勤学苦读，考上了中国政
法大学。

毕业后，邹敬东在杭州工

作过，也在潼南区工作过，但

他心里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
乡，为家乡的建设出一份力。
一次偶然的机会，邹敬东回到

南川，参与到我区中医药产业
服务和高新区创建工作。

近年来，我区把中医药产
业作为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
和优势特色产业进行培育和
发展，逐步形成了“种、加、销、

医、养、研”全产业链发展格

局。同时全力推动建设重庆
市现代中药绿色制造基地、国

家中药材生态种植基地、国家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目

前，我区 10平方公里的中医
药产业科技园区正在如火如

荼地建设中，已有华润三九、
上药慧远等知名企业入驻，

3.9万平方米中国金佛山中药

材物流配送中心也即将交付
使用。

看着这些成绩都有自己

的一份力，邹敬东十分自
豪，对自己选择回到南川的
决定更加确信，更庆幸自己

作为一名南川人，能为南川
的中医药产业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邹敬东说，自己的成长
中有苦有甜，有时也会疲倦
和迷茫，但他一直坚信，心中

有梦想，眼中有星光。他要

发挥“螺丝钉”精神，推动我
区中医药产业发展和高新区

创建工作。
邹敬东说，作为新时代的

青年人，应该凸显一个“干”
字，把自己的理想、把学到的

知识，都投入到祖国和人民需
要的地方去，认认真真做点事

情，认定一个方向就要坚持，

越是要向上生长，就越是要向

下扎根，有志者立长志，无志
者常立志。

7月14日，邹敬东参加《对话·南川榜样》直播访谈。
记者 喻梵 摄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费
尽心思故布疑阵，岂料警方神兵

天降。日前，区公安局快速破获
一起系列盗窃案，从接警到抓获
嫌疑人，仅仅用了两个小时。

是日上午 8 点，区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市民报警，称
自己在水江的电脑店被盗，损失
了三台笔记本电脑和部分现

金。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发
现嫌疑人于当日凌晨2点左右，
采取技术性开锁手段进入电脑
店进行盗窃，全程戴着口罩、帽
子和手套，不仅遮住了大部分面

孔，还避免了留下指纹。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

过好猎手。民警通过走访调查和
分析研判，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
的身影，并且有了更多发现。“犯
罪嫌疑人得手后，并没有立刻撤
离，而是沿着公路晃悠，继续实施
盗窃行为。他砸破了一辆停在马
路边上的越野车，盗走了车内的

一台笔记本电脑。”民警介绍。
随后，民警继续追踪嫌疑人

的行动轨迹，发现他第二次作案

后依然没有立即离开南川，而是
早上 8点后才驾车沿 G65包茂

高速公路往重庆中心城区方向
驶去。于是，区公安局立即通知
最近的大观派出所民警火速赶
往G65包茂高速界石收费站设
卡拦截，刚好在 10点左右将嫌
疑人蒋某抓了个人赃并获。

经审讯，蒋某对自己的犯

罪行为供认不讳。据蒋某交
代，他之所以没有得手后立即
离开，是为了故布疑阵迷惑警
方，想打个时间差来躲避警方
的追踪，所以干脆在车里睡了
一觉，就连上高速公路也选择

离水江较远的高速路口，谁知
道警方来得如此迅速。目前，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广大市民，店铺关
闭要将贵重货品妥善存放；室外
停车时，不要把贵重物品放在车
内明显处，以免给犯罪分子可乘
之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接警两小时 盗窃嫌疑人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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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是玉簪花的盛花期，山
王坪镇大片大片的玉簪花竞相开
放，放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紫色
的玉簪花铺展开来，串串紫色花
蕾慢慢从叶丛中抽出，如一幅美
丽的画卷正徐徐展开。扫描下方
二维码，观看完整视频。

特约通讯员 赵志 摄

七月风吹玉簪开

本报讯（记者 邓的）7月
15日，我区召开 2022年夏季森

林防灭火工作会暨业务培训会。
会议传达了全市森林防灭

火工作紧急会议精神，分析研判

夏季森林防灭火形势，安排夏季
森林防灭火工作。

根据区气象局预测，今年我

区气温较往年同期偏高，进入 7
月以来，持续高温干旱，高森林

火险气象等级较往年大幅提前，
7月 7日和 7月 11日，我区分别

发布了森林火险橙色预警、红色

预警各 1期。7月 16日，我区将
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至

8 月 24 日结束，累计达 40 天。

7~9月，极端最高气温大部地区
为 39℃~40℃，平坝河谷地带可

达42℃左右，最高气温超过35℃
的阶段性高温天数为 12~30
天。区委、区政府要求各乡镇

（街道）、相关部门要强化安排部

署，做好隐患排查、应急准备、火

灾防范等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在
岗带班和 24 小时专人值班制

度，一旦出现灾（险）情，及时妥
善处置，第一时间按规定上报。

副区长李恩华指出，面对高

“烤”，要高度重视、高度警惕、高
度负责，防止心口眼手脚“疲”；

各项防控措施必须实在、管用、

有效，保证管住火源、重点人群、
重点区域、重点时段；责任落实

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标
牌上，要落实在时时事事处处；

林业、应急、属地、属事单位要沉

到林区，落实责任体系，启动追
责问责程序，确保不燃不烧是真

本事，灭早灭小是真行动，不添

乱不出事是真底线。
当天，我区还邀请甘肃省森

林消防总队重庆驻防队长张鹏
讲授《林火基础、灭火安全和火

场紧急避险知识》，并组织开展

森林消防水泵、水枪、油锯等操

作训练。

我区召开夏季森林防灭火工作会

（上接第一版）
特珍食品是一家以方竹笋

深加工食品为主的食品企业，方

竹笋的用量很大。该企业得知

合溪镇也是方竹笋原产地，但由

于经营管理不善，多处方竹林被
荒废。根据“万亩笋竹示范基
地”合作计划，由企业投资对荒

废竹林进行规范化管理。“焕活
撂荒的方竹林，不仅解决了企业
的原材料供给，还能为村民提供
就业岗位、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可谓一举多得。”合溪镇副镇长
任伦洪介绍。

稳经济

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

支撑，民营经济稳，经济大盘才能

稳。为此，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
千方百计提振民营经济信心，做
好“六稳”工作。其中，发展商

（协）会，为企业家提供“娘家人”
的温暖、让企业形成抱团发展的

良好势头就是重要举措。
我区以“政治建会、团结立

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为抓手，
积极探索抓好新形势下商会建设

工作的新路径，健全完善工作机

制，更好发挥商会在党的统战工

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近来，西城街道商会在“奋进
百年同心路·凝心聚力新征程”集
中大走访大谈心活动中，组织40
余家会员相互“串门”，了解企业
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征求企业意
见，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等。

西城街道商会会长陈健说，

商会的建立，让企业家找到了
“娘家”，让大家有了更便捷、更

直接的交流沟通渠道，创造了信

息互通、优势互补的良好环境。

目前，我区 34 个乡镇（街
道）已全覆盖成立了商会。区

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黄敏表示，接下来，将以“两个

健康”为主题，全面发挥商会加
强政治引领、强化经济服务、反

映会员诉求、维护合法权益、加
强诚信建设、参与社会治理的

职能作用，促进我区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
作为推动南川行稳致远的

交通骨架的高速公路、快速通道

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加快推
动。截至2022年6月底，渝湘复
线高速公路累计完成临建工程
98.75%、路基工程75.52%、桥梁

工程49.45%、隧道工程48.72%；

西环线高速公路累计完成临建

工程 98.5%、路基工程 29.95%、
桥梁工程8.5%、隧道工程98%。

与此同时，我区普通公路新

改建项目中，S532石墙至峰岩公
路 升 级 改 造 工 程 清 表 完 成
100%，土石方完成79%，挡土墙

完成 87%，沟背完成 27%，路肩
完成 81%，盖板涵 50%，填土方
33%，C30混凝土桥梁防撞护栏
100%，主动防护网完成 119%，

M7.5 浆 砌 片 石 河 道 防 护

108.8%。“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

计划改扩建“四好”农村路100公
里，目前建设用地、杆线管网已

基本落实，已累计完工65公里。

本报讯（记者 李崎君）7月
15日，我区召开 2022年度防范

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会议暨专

题业务培训会。
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钟文

华指出，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思想认识，牢固

树立底线思维，站在维护国家金
融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高

度，坚持党对金融工作和处非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要充分认识当前形势，切实
增强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
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准确把握

打非处非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将做好打非处非工作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全力以赴攻坚克难，坚决

防范非法集资风险反弹，切实保

护人民群众财产权益。要进一步
强化责任担当，切实维护我区健

康稳定的金融秩序，按照“属地管
理、行业归口”的原则，把处非工

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强化举措、
加大力度，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

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健康稳
定的经济金融秩序。

会上还邀请了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专家对《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条例》进行解读，并就处非

业务操作进行专题培训。

我区召开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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