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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 侃）日前，四川省广安市教育
系统代表团走进渝中，学习借鉴我区在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共谋合作发展。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树亦育人。在二十九中，广
安市教育系统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观了蚂蚁梦工厂、渝中
区青少年党史教育馆，美丽的校园景色、雅致的育人环
境、浓厚的文化氛围、丰富的课程设置赢得了代表团成
员的高度评价，大家纷纷用手机记录下精彩瞬间。

座谈会上，区教委详细介绍了在深化“人文渝中 尚
品教育”建设上的做法与经验。随后，广安市教育系统
代表团介绍了地区教育体育行业发展情况。

在人民小学，代表团对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浓厚
的校园文化、扎实的教学管理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了解，
并就教研工作、德育教育、“双减”政策落实以及师资队
伍建设、名师工作室打造等方面进行探讨交流。

心手相牵，和而不同，和美共生。广安市教育系统
代表团表示，渝中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城市建设日新月
异，教师追赶超越的精气神、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以及学校高水平的软硬件设施建设让大家印象深刻，尤
其是在深化改革创新、丰富教育
内涵、提升教育品位、推动教育事
业优质均衡发展等方面的理念、
思路和做法让代表团成员受益匪
浅，也为广安教育发展提供了很
好的借鉴。希望进一步拓展两地
教育协作的广度和深度，做强教
育“朋友圈”，不断提升两地教育
领域合作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共话教育发展 共享教育之美
四川省广安市教育系统代表团来我

区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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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 侃）日前，区委教育工委召开
2022年度渝中区教育系统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会，15名基层党组织书记进行现场述职，74人
进行书面述职，并接受民主评议，以此推动教育系统党
建工作全方位突破、整体性跃升。

过去一年，区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基层党建工作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取得新进展、
实现新突破、展现新气象。

区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
120余场，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教育系统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开展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整治工
作，营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拟定《关于建立中小学校
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的落实措施，
扎实推进机关党建“三基”建设，党建质效实现新提升。

2023年，区教育系统各级党组织将如何推动党建工
作与教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持续深化“人文渝中 尚品
教育”建设？区委教育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系统各级
党组织将加强政治建设，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
导；通过推进落实中小学校党组
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构建“党建
引领，课程思政”一体化格局，建
设高素质人才队伍的举措，强化
党建统领，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在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取得新进
展、实现新突破、展现新气象，奋
力谱写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渝中
教育发展新篇章。

以高质量党建推动
“人文渝中 尚品教育”建设走深走实

本报讯 （记者 黄清娴）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2月24日，“成渝地 巴蜀情”——
领读者“方言诵经典”诵读大赛重庆市渝中
区选拔赛暨2023年渝中区文化文艺志愿
服务活动举行，13名入围选手饱含深情，
用地地道道的重庆方言诵读经典，别有一
番韵味。

本次比赛由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
委、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市曲
艺团主办，区图书馆、区文化馆和七星岗街
道办事处承办，旨在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丰富全民阅读推
广方式，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地方城市
文化盛景。

据了解，该项比赛深受市民喜爱，在前
期的作品征集中，共收到市民报送作品51
个。参赛者既有诵读爱好者、曲艺爱好者、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工作者，也有普通
市民。最终确定13个作品进入现场选拔
赛。

现场选拔赛在重庆地标建筑通远门
城墙公园，依托七星岗“城墙故事会”举
行。“悄悄咪咪我走了，逗像我悄悄咪咪
地来，我甩一甩袖笼子，啥子东西都不想
拿起走……”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选手

们准备充分，他们在深入领悟经典篇目
的中心思想之后，用重庆话进行翻译诵
读、辅之肢体语言进行演绎，现场气氛热

烈。方言版的《再别康桥》《红岩魂》《哈
姆雷特》等篇目精彩上演，让人耳目一
新，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好

评如潮。
“平时读经典都是普通话，今天听到了

方言版，感觉完全不一样，很新奇！”外地观
众杨会告诉记者，虽然听得不是很懂，但这
种氛围感很重庆，让人印象深刻。“听到这
些方言，感觉特别亲切，一下子拉近了经典
和我们老百姓的距离，这种形式很好！”社
区居民王秀英说。

经过对语言表达、舞台表现、现场感染
力等综合评判，最终莫含、王启龙、吴灿、周
星桦的参赛节目《哈姆雷特》脱颖而出，荣
获一等奖，将代表渝中参加“成渝地·巴蜀
情”——领读者“方言诵经典”诵读大赛重
庆分赛的视频比赛，争夺进入川渝地区视
频决赛和即将在5月份举行的线下总决赛
名额。比赛还评选出了二等奖2名，三等
奖4名，优秀奖6名。

作为评委之一，四川方言喜剧剧种领
军人物、国家一级编剧阳晓对本次比赛给
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方言是民族文化的
显著特征，更是当地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
的重要载体，参赛者用方言诵读经典，很好
地拓展了阅读形式，彰显了文化自信。他
寄语参赛者，要进一步在“有人、有事、有
情、有趣”上下功夫，以情动人、以趣引人，
切实增强舞台感染力。

探索全民阅读方式 展现地方文化特色

渝中“方言诵经典”彰显重庆味巴蜀情

本报讯 （记者 晏艳辉）2月24日，
重庆市2023年残疾人就业援助月活动暨
渝中区“春风送真情 援助暖民心”第十二
届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总部城D区
空中花园举行，现场超50家企业提供600
余个岗位助力残疾人就业。

记者在招聘会上看到，现场分区设置
清晰明了，有咨询服务区、国有企业招聘区
及民营企业招聘区三个专区，布展招聘企
业超50家，包括41家民营企业、11家国有
企业，为残疾人提供岗位600余个，涉及配
送工、资料员、技术员、客服专员、视频剪辑
专员、咖啡师等多种类型的岗位，满足不同
专业、不同类型残疾人的多样化就业需
求。在众多岗位的吸引下，前来咨询求职
的残疾人络绎不绝，用人单位及求职者双
方意向均较高，现场氛围热烈。

“我之前一直从事运营管理方面的工
作，来这里想寻找到一家对残疾人包容度
高、公司发展前景好的企业。今天这场残
疾人招聘会岗位选择面大，我投了两家公
司，都是新媒体运营方面的，希望能找到适
合自己的工作吧。”身患肢体残疾三级的王
强说。

作为此次招聘单位之一的重庆万豪酒
店的方女士表示，“我们企业此次招聘有库

房主管、监控员等多个岗位，因为之前就招
聘过6名残疾人员工，现在我们企业已形
成了成熟的培训和沟通方法，也欢迎残疾
人朋友前来咨询。”

除用人单位招聘环节外，在招聘会启
动仪式上，还对3家我区残疾人就业工作
先进单位、5名就业创业先进个人予以表
彰，对渝中区残疾人直播产业孵化基地进
行授牌，现场14名求职人员与企业签订就
业意向协议。

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区已经连
续12年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而今年
的招聘会依然延续的是招聘会前就业指
导师提前上门摸清需求，开展职业能力测
评，以便精准匹配企业岗位。未来，区残
联将继续从落实政策、精准摸底、岗位开
发、创新服务等方面发力，完善残疾人就
业创业机制，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
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促进更多残疾
人就业创业。

春风送真情 援助暖民心
我区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 600余个岗位助残疾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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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记者从区绿化管理处获悉，为更好地
提升城市绿化景观效果，绿管处在全区重要路段、节
点，增设绿植小品搭配正当时令的美人梅，进一步升
级花境景观，提升观赏效果，让市民大饱眼福。

在渝中道路两旁，盛放的美人梅迎风招展，树池
下铺满一串红，由小叶女贞修剪造型而成的间隔设
置在美人梅之间，多种花卉、植被精心设计搭配，让
景观更有层次，色彩更加丰富，视觉效果更加亮眼。

记者 晏艳辉 何 超 摄影报道

我区绿化景观再升级 城市颜值再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刘 侃）日前，2023年重庆市中
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简称中学生“英才计
划”）师生见面会在重庆大学举行，全市25名科创达人
齐聚一堂，他们将在重庆大学各学科导师团队的指导
下，进行为期一年的“深造”。其中，巴蜀中学两名优秀
学生入选今年的中学生“英才计划”。

中学生“英才计划”是中国科协和教育部在全国部
分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的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
培养计划试点工作。据悉，2023年重庆市中学生“英才
计划”自启动以来，共有来自7所中学的134名中学生报
名参加选拔，经过中学推荐、线上笔试、在线面试、网上
公示等环节，最终选拔了25名学员，他们将进行为期一
年的学科培养。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培养青少年学生科学素养，
不断整合辖区科教资源，全面提升科教资源服务能力，
多渠道、多形式地为中小学生提
供高质量的科普服务，助力“双
减”政策落地实施。同时，充分发
挥科普资源和科技专家、志愿者
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创新工作机制，以科普
资源、教育资源深度融合为路径，
不断促进青少年学生科学素养和
创新意识提升。

渝中两名学生入选
2023年重庆市中学生“英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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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常同时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以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卒中、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慢性肾脏病最为常见，患有多种疾
病常常使用多种药物。此外，老年患者还
常常出现衰弱、营养不良、睡眠障碍、认知
功能下降、慢性疼痛、焦虑抑郁等老年综合
征，使病情复杂化，加之老年人心理调节能
力和生理机能都有衰退，因此老年人的疾
病治疗和药物使用更需小心谨慎。

这些药物注意避开
很多复方感冒药含抗过敏成分扑尔

敏，能缓解鼻塞、流鼻涕等症状，但前列
腺增生或便秘的老人服用含此成分的药
物，可能加重排尿、排便困难；布洛芬是
常用的解热镇痛药，但胃肠功能不好、患
有某些心脏疾病的老人应慎用。

长期服药应监测肝肾功能
老年人代谢减慢，应注意观察副作

用，药物大多需要通过胃肠道吸收，经过
肝脏代谢和肾脏排泄。老人的各器官功

能逐渐减弱，一般而言服用同样剂量的
药物，老人对其有效成分的吸收可能减
少，代谢时间延长，导致药物在体内蓄
积，增大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因
此经常服药的老人应定期监测肝肾功能
等指标。

出现典型症状尽快就医
老年人是新冠病毒感染后发生重症

的高风险人群，在日常做好防护、接种疫

苗的同时，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
可以通过中医药提高机体免疫力，减少
感染或降低感染后疾病加重程度。如果
感染了，出现典型症状，要尽快进行治
疗。如果出现胸闷、气促、高热不退等症
状，建议尽快到医院就诊。

来源：渝中疾控供稿

老人用药这些误区要当心

渝中花境

“方言诵经典”诵读大赛，参赛选手精彩诵读。 记者 黄清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