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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渝中区消防救援支队渝中区消防救援支队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本报讯 （记者 刘 侃）日前，由四川省教育厅和
重庆市教委共同举办的“启航新征程 同心向未来”首
届川渝青年教师风采大赛颁奖典礼暨文艺汇演在成都
举行，我区多名参赛教师脱颖而出，以优异的表现获得
佳绩。

本次大赛自去年7月启动以来，川渝两地共推荐
2256名教师参赛，围绕教育故事师德故事讲述、教育教
学能力展示、个人才艺技能展示三项内容，经过初赛、复
赛、决赛三轮比拼，118名教师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
等奖，400名教师获得优秀奖。

我区共有6名选手获奖，分别是：巴蜀幼儿园杜灵、
区级机关幼儿园张容获学前组一等奖，巴蜀中学校蒋梦
凡获中学组一等奖；人和街小学校申东阳获小学组二等
奖；实验幼儿园敖雪获学前组三等奖，渝中职业教育中
心周晓渝获中学组三等奖，集中展示了渝中青年教师良
好的职业素养和精神面貌。

共话教育发展，共享教育之
美。未来，我区将加强与成都市
锦江区、青羊区以及广安市、雅
安市等地的教育交流合作，按照

“相互协作、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共同促进、共谋发展”的原
则，推动教育协同发展，唱响成
渝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
曲”，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贡献更多教育力量。

首届川渝青年教师风采大赛收官
我区多名教师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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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雨薇）日前，我区养老机构消
防应急演练现场观摩会在大溪沟街道建设路社区举
行，推动普及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应急疏散逃生知识，
增强养老机构工作人员对突发火灾事件的应急处理
意识。

现场观摩会由区民政局、大溪沟街道主办，大溪沟
街道四恩乐龄养老服务中心、大溪沟街道建设路社区、
金科智慧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第二分公司承办，
通过现场进行火灾应急疏散演习，推动消防知识落地，
让大家学会火灾应急技能。

演练中，金科物业消防工作人员、四恩乐龄护理院
人员、社区巡防人员及部分老人针对自理老人和失能老
人如何疏散撤离分别进行实操体验。参演人员实际操
作了事故发生预警、事故情况汇报、快速请求支援、及时
安全撤离等环节，演练过程反应迅速，使观摩人员明白
火灾具体发生时，应如何采取行动，提高了抵御突发火
情的应知应会能力。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消防演
练，有效提升养老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火灾防范安全意
识，将安全工作落在日常，防患于未“燃”，持续筑牢养老
机构消防安全屏障。

消防应急演练
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 （记者 姚延洋）2月26日，
“弘扬民族文化·文艺进万家”越剧名剧专
场演出活动在通远门城墙开演。

据了解，该活动是第七届重庆渝中文
化和旅游惠民消费季（冬季）活动之一，由
华章星斗（重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远
楼·星临书局）主办、重庆婉仙斋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承办。演出团队来自婉仙斋清越
越剧团，该剧团流派分明、行当齐全，是以
越剧文化交流为一体的传播戏曲文化的年
轻演出团体。

记者在现场看到，演员们身着精美的
戏服，用优美的唱腔、精湛的演技，为观众
献上经典越剧《红楼梦》，让大家过足戏瘾，
博得了阵阵掌声。

观众们神情专注，直到演出结束还意犹
未尽，尤其是老戏迷们在观看结束后还谈论

着剧情。“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音优美
动听，表演唯美典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值
得一看。”老戏迷刘尧鸿说。

25岁的年轻小伙戴牧晨上大学时学
的戏剧影视专业，对越剧颇感兴趣。“从朋
友口中得知今天通远门城墙有越剧文艺演
出，所以专程过来欣赏一下，表演很不错，
确实不虚此行。”除了对表演的赞扬，戴牧
晨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远门城墙环境
优美，在这里上演越剧别有一番味道。如
果能在字幕、话筒上做出一些良性的改变，
我相信现场的效果一定会更好。”

据通远楼·星临书局负责人介绍，在通
远门城墙开展越剧名剧专场演出活动已有
一年多时间，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日，市民、
游客都能在城墙上免
费欣赏越剧表演。希
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丰
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营造浓郁的文化氛
围，让更多市民、游客
走近戏曲、欣赏戏曲，
弘扬戏曲艺术、建立
文化自信。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营造浓郁文化氛围

我区开展越剧名剧专场演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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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姚延洋 通讯员
舒厚启）2021年3月1日，我国首部流域专
门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2
月26日，市公安局水警总队联合团区委、区
融媒体中心、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开展

“童声同行”渝中校外之声——小记者在行
动之“渝中小记者看大保护 长江保护法实
施两周年水警总队警营开放日”活动。

此次活动以长江流域保护项目式探
究学习的形式展开。30名小记者在专家
的带领下，学习什么是项目式研究、如何
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办
等知识；环境保护专家还为小记者们讲解
了长江流域的相关知识、近况，如何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共建环境共保
等知识。

水警是做什么的？平时开展哪些工
作？小记者们带着好奇和疑问，走进水警

总队，了解水警总队的基本情况和水警为
保护长江流域所做的工作。在水警的带
领下，小记者们还进入趸船、公安船艇的
船舱了解水警的日常工作与现代化装备，
体验智能设备的“黑科技”，并登上巡逻
艇，与水警一起在江面巡航。

通过专家讲课、现场勘察、分组调研、
水警探访等活动，小记者们在实践中学习
采访、拍摄、调研等
技巧，还了解长江
流域的保护工作。
小记者们表示，将
当好长江大保护的
宣传员和生态环境
保护的践行者，影
响和带动更多的人
以实际行动守护长
江母亲河。

渝中“小记者”探访水警总队 当好长江大保护宣传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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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晏艳辉）2月27日，记者从区交通
局获悉，根据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关于重
庆市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全民禁捕的通告》，3月1日
0时至6月30日24时，属禁钓期，渝中天然水域全部禁
止垂钓。

据悉，3月至6月是鱼类繁殖的季节，为给予鱼类充
分的繁殖时间，促进水生态环境修复，实现渔业可持续
发展，国家实行禁钓期制度。

区交通局提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重庆市禁捕水域休闲垂钓
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违法捕捞、收购、加工、销
售野生江河鱼类将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在禁钓期内非法垂钓的，将被没收渔具，
并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渝中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
具；禁止销售、收购、经营禁捕水域捕捞的渔获物；禁止
市场主体以“长江野生鱼”“江
鲜”等为噱头招揽顾客，各类餐
饮场所内外广告招牌和菜单不
得出现“长江野生鱼”“江鲜”等
字样；禁止无船名船号、无船舶
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艇、筏）
在禁捕区域航行或者停泊。区
交通局呼吁市民，共同参与和支
持禁渔管理工作，为水生态资源
保护工作贡献力量。

重庆长江十年禁渔

为期4个月
渝中天然水域今日起全面禁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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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很安静，但是，这并不妨碍
我热爱生活。”“说”这话的是聋人咖啡师曾
政，他曾获重庆“巴渝工匠杯”咖啡比赛一
等奖，现在是一角咖啡美专校店的咖啡师。

这间咖啡店很特别。特别的点，不止是
它开设的地方——上清寺街道美专校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有它传达的理念——
每卖出一杯超过10元的咖啡，就会向重庆
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一角钱。每一位
喝咖啡的人，也是做公益的人。

谈及这个助残类志愿服务项目，上清
寺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项目是在区残联的指导下，上清寺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渝中圆梦公
益共同打造，初心就是为残疾人就业创业
提供帮助，引导残疾人通过技能实现自我
价值，同时达到公益项目“自我造血”功
能。如今已先后培训15名残疾人学习咖
啡职业技能，其中10人考取咖啡师职业
技能证书，帮助6名聋人咖啡师实现稳定
就业。

一杯小小的咖啡，却拥有大能量，正
如渝中每一项志愿服务、每一位志愿者一
样，在润物细无声中，弘扬着雷锋精神，厚
植着城市文明，温暖着居民生活，也成为
文明渝中的亮丽底色。

志愿服务遍地开花
文明实践润物无声

“爱心妈妈”帮教团重点对重庆市未
教所孩子开展结对帮扶，同时与失足孩子
父母积极沟通，形成正确教育观。

梦想的甜甜屋困境儿童守护计划通
过召集爱心志愿者，以一个房间改善为支
点，帮助6至16岁居家环境较差的困境儿
童、青少年装修原有住房，给予长期的关
爱帮扶措施，提升困境儿童、青少年个人
自信。

“老重庆喜看新重庆”新时代文明实
践敬老慰老志愿服务项目在每年九九重
阳节之际，组织招募社会志愿者、大学生
志愿者等，联动社区社工，开展庆重阳秋
日“辞青”游玩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与老人
互动体验重阳传统民俗文化，同时带领老
人喜看新重庆变迁、讲解新重庆发展。

“好座重庆城·城墙故事会”志愿服务
项目依托专业志愿服务团队，利用辖区宝
贵的历史人文资源，以评书、故事为主打
品牌，向居民宣讲红岩文化、抗战精神、革
命精神、英雄故事、巴蜀古韵、重庆掌故、
渝中风貌等主题故事，融入或穿插金钱
板、荷叶、清音、扬琴等戏曲、曲艺形式，着
力打造成为宣传宣讲特色文化活动品牌。

……
在渝中，志愿服务处处可见，服务故

事也天天发生。
200余支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队伍、9.2万余名登记注册志愿者围绕关
爱未成年人、社区便民服务、特殊人群关
怀、文明旅游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这些
服务中，既有针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如

“文明渝中”“文物认养”志愿服务等，也有
丰富社区生活，如“摄影进万家”为市民免
费拍摄幸福笑脸志愿服务、“剪爱”志愿服
务、小巷茶评会志愿服务、国防教育“七
进”志愿服务、“爱红岩”志愿服务等；既有
针对老年人，如“重庆公益爱心车队”志愿
服务等，也有针对青少年儿童，如小书包
乡村支教公益行动、“无言暖阳”志愿服

务、梦想的甜甜屋困境儿童守护计划、“山
外有城 城外有山”青少年儿童帮扶志愿
服务、“华福文创 匠心公益—开心编织
社”志愿服务、“恩宁图书室”志愿服务等；
既有普及科学，如“科普惠民”志愿服务
等，也有倡导生态环保，如“垃圾分类大行
动”志愿服务等。包罗万象，亮点纷呈，展
现出人人可为、事事可为、时时可为的志
愿服务局面。

“三级联动”矩阵发力
文明实践落地生根

志愿服务组织数量庞大、登记注册志
愿者活跃度高、志愿服务活动遍地开花，
如此这般，却能“一盘棋”，而非“一盘沙”，
如何做到？这归根于渝中长期以来立足
常态长效，着力健全的工作体系，全力建
强的工作阵地。

在渝中，1个渝中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统筹指挥”，11个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79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
23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矩阵发力”，三

级联动体系覆盖全区，构建了以区级志愿
服务总队为引领、街道志愿服务分队为主
干、社区志愿服务小队为分支、若干支社
会志愿服务队伍为补充的“1+11+79+N”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力量，因地、因时、因人
制宜推进志愿服务工作。其中，三级阵地
文明实践活动由中心统筹，每月至少两次
志愿服务由各社区文明实践站开展，相辅
相成，互为补充。

同时，我区还“需求采集—人员招募—
活动实施—评估优化”全流程项目管理，
精心打造了服务城市白领的“店小二”政
务服务代办帮办、服务游客的“城墙故事
会”、服务群众的“渝中怡家”和服务青少
年的“水滴之声守护青春”等特色品牌项
目11个，让志愿服务不仅多，还很精。

下一步，我区将立足文明的要求、都
市的追求、群众的需求，让志愿服务彰显
城市文明底色，让志愿服务成为温暖渝中
的最美风景，让渝中“我为人人、人人为
我”的志愿服务氛围更浓。

记者 李 一

渝中以志愿服务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

志愿服务滋养城市文明 雷锋精神绽放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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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寺街道美专校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里的一角咖啡。“好座重庆城·城墙故事会”志愿服务项目。 本组图片由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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