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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被誉为“中国百校之父”的香港
慈善家田家炳先生辞世，享年99岁。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田家炳先生及田家炳
基金会，先后捐助了我市3所大学、7所中学，
捐助金额约2900万元。从2008年开始，他还
资助我市进行农村英语教师培训项目，为我市
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7月11日，市教委、西南大学、江津田家炳
中学等纷纷通过发送公号推文、举行默哀活动
等方式，悼念这位慈善教育家。

西南大学教授曾为他写歌

“天上星星亮晶晶，有颗星星田家炳；儒商
立下报国志，酬志难忘故乡的情；山水相依浓
浓的情，山山水水连着赤子的心……”7月11
日，当重庆日报记者致电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郑
建鸥教授时，他在电话里轻轻哼唱起2000年
自己为田家炳先生所作的这首歌。

这首歌名为《山水连着赤子的心》。“1998
年，田家炳为当时的西南师范大学捐助了‘田
家炳教育书院’。”郑建鸥称，田家炳教育书院
高8层，可同时容纳3000余名师生学习办公，
总投资 2400 万元，其中田家炳捐资 600 万
元。郑建鸥说，当时学校经费紧张，田家炳此
举对学校帮助很大，因此学校上下都想对老人
表达感谢。

于是，由郑建鸥作曲、谯述琼作词、罗卉演
唱，音乐学院的几位老师一起完成了这首歌的
创作。2000年，该书院落成典礼时，学校为来
校参加典礼的田家炳举行了欢迎晚会。

“那天晚上，他很激动，找到我和作词的老
师，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表达谢意，久久不肯松
开。”郑建鸥感慨地说，这首歌写出了他的心
声。

要求校长们一定教好书、育好人

位于谢家湾的原重庆市第35中学，是重
庆最早接受田家炳先生捐助的学校。因此，该
校在2000年正式更名为重庆市田家炳中学。

田家炳中学副校长颜晋记得，2000年他

刚好大学毕业，来校报到的第一天，就遇到田
家炳到校参加挂牌仪式。“田先生为人非常和
善、彬彬有礼，穿着很朴素。”颜晋说，前期，田
家炳主要为学校捐资修教学楼、提升硬件；后
期则成立基金会用于师资培训，提升教师的教
学水平。

2012年，重庆地区田家炳中学联谊会代
表团赴香港为田家炳庆祝94岁生日。“教育能
充实人的智慧，教人修身立性，所以我选择教
育作为回报社会的方式之一。”颜晋回忆，田老
先生说中国的希望在教育，因此他要求校长们
一定教好书、育好人、办好学校。

位于江津的田家炳中学，昨日集体举行了
默哀活动。该校建设新校区时，田家炳先生资
助了250万港币，用于学校综合楼修建。2007
年5月，88岁高龄的田家炳亲赴江津为该校新
校区建设奠基。

英语教师培训项目助推均衡发展

“截至2008年，田家炳累计为我市西南大

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3所高校，
以及位于江津、大足、巴南、万盛等区县的7所
中学进行了捐助。”市教委相关负责人称，其捐
助金额共1150万元人民币和1750万港币。

近年来，田家炳基金会积极支持重庆农村
英语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培训，开办田家炳英语
教师培训项目，有效地提高了农村英语教师的
专业水平。

2008至2011年，第一期英语教师培训项
目启动，基金会向项目资助经费300万元（市
里配套300万元），为我市4个贫困区县培训了
143名骨干教师、210名一线教师等。2014年
5月，市教委与田家炳基金会启动了第二期田
家炳项目，232名区县的骨干教师、4所项目学
校的全体英语教师等参加了该项目的学习。

“田老先生是有大爱的人，他的爱一直激
励我们，让我们在爱中前行。”“一生勤谨成大
业，无量胸怀济众生。我们会把田家炳精神发
扬光大！”……在重庆教育、西南大学等公号
上，不少网友如此留言缅怀这位慈善教育家。

在重庆累计捐助10所学校 西南大学教授为他写歌

田家炳先生与重庆教育的那些事儿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谭诗雨

7月10日，著名实业家、慈善家田家炳先
生去世，享年99岁。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作
为倾其一生投身慈善、不遗余力助学兴教的

“百校之父”，田家炳的名字将长刻于其所捐
助的校园里，他的事迹必将被世人广为传
颂。田家炳先生一生捐助的 93 所大学、166
所中学、41所小学、19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
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是中国教育的宝

贵资产。他持之以恒把公益当事业、专心致
志做实事的兴教情结和家国情怀，值得我们
尊敬和学习。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为百年树人
大业，中国要振兴，必须科技昌明，而科技还
有赖于以教育为基础。”田家炳选择捐资教育
回报社会，就是以“中国的希望在教育”为念，
是为了呼吁大家共同重视教育，特别是对基
础教育的重视。田先生曾言，捐赠教育“投资
回报率比较高”，他所说的投资，是投资未来；
他所说的回报，是国民教育水平的提升。

对慈善事业的执着，蕴涵了田先生厚
重的教育情结，更折射了他赤诚的家国情

怀。作为一名成功的实业家，田家炳一直
过着低调朴素的生活，把财富持续捐献给中
国的基础教育事业，根本在于他炽热的家国
情怀，在于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念念不
忘，默默奉献，田先生是实业报国、实干兴邦
的典范。对照田先生，那些发了财便无度挥
霍充“土豪”、做点慈善便敲锣打鼓上报章
的企业家们，真该为自己的自私和浮躁感
到惭愧。

热心教育，热忱报国，这就是田家炳先生
给世人留下的可贵精神。做田家炳公益事业
的后继者，就要学习田先生的慈善精神，继承
他的遗志，倾注更多力量共同把基础教育搞
扎实，现代化强国的图景才能更好地变成现
实。做田家炳报国精神的传承人，就要延续
他那份家国情怀、赤子之心，勇做新时代的奋
斗者，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奉献更多力量、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应该向田家炳学习什么
文/长河

又是一年李子成熟的季节。
6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巫山县曲

尺乡。漫山遍野的李树上，翠绿的果实已挂
满枝头。第二届巫山脆李采摘季在这里正式
拉开帷幕。

这一天的曲尺乡权发村，客商云集，热闹
非凡。不少外出务工的村民也返回了家乡，
喜迎脆李丰收。

行走在村里，每隔不远便可看到一个物
流授权代收点。在每个代收点内，都聚集着
三五户村民，他们正顶着烈日，忙着将自家
的脆李分拣、称重、装箱。物流公司的货车
在各个代收点间来回穿梭，满载着一箱箱脆
李往山外运送。短短一天时间，曲尺乡的脆
李就卖出近70吨，全县的销量则高达300余
吨。

确立支柱地位 小脆李做成大产业

在权发村，村民李玲家门前的院坝，就是
一个代收点。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小的院坝
内，堆满了几十筐青翠的李子以及产品包装
箱，约有五户村民聚集在这里忙碌着。其中
便有前两天才从外地赶回来的村民王佳全。

“今年收成不错，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呢！”今年35岁的王佳全说，他常年在外务
工，但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回来待上一两个
月，为的就是他家那3亩李树。

看着对面山上郁郁葱葱的果树，王佳全
一边比划，一边感叹道：“约10年前，这里大
都还是荒山，现在几乎栽满了李树。”

这一变化，得益于巫山县对脆李产业的
重点发展与打造。

近年来，通过将绿化造林与脱贫攻坚工
作相结合，巫山县将脆李产业确立为全县支
柱产业，并将其定位为全县“1+3”特色效益
产业之一，每年整合财政资金1亿元以上，用
于支持该产业发展，并坚持逐年递增10%以
上。同时，还成立巫山县脆李产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组建县果业局，大力支持脆李产业
发展，打造巫山脆李生态产业链。

现巫山脆李种植面积达22万亩，遍及22
个乡镇。作为“巫山脆李”老产区的曲尺乡，
如今种有脆李2200亩，今年产量约1.5万吨。

巫山县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该县

共有8万亩脆李挂果，预计产量10万吨左
右。待所有脆李全部进入丰产期后，年产量
将达到30万吨，预计实现产值30亿元以上。

电商助力 巫山脆李卖向全国

通过规模化发展、科技化服务、商品化运
作等一系列举措，巫山脆李名气越来越大，市
场认可度也越来越高，并先后获得了“中华名
果”“全国优质李金奖”“农产品地理标志商
标”和重庆市十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荣
誉。产品更是销往了福建、北京、上海、广东、

香港等地。
而在2014年以前，受李子保质期短及交

通运输条件限制，各乡镇的脆李最远只能销
到县城。为减少路途颠簸对果子产生的损
坏，运输方式上也大都选择水运。2014年
起，巫山县前往北京、上海等省市举行脆李推
介会，巫山脆李渐为人知，贵阳、成都、宜昌等
地的水果商纷至沓来，开着冷冻车到巫山县
实地收购。

“但是覆盖面始终不够广，所以从2016
年开始，我县大力发展电商，进一步推动脆李

销售。”该县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巫山县除涌现出了“巫山汇”等一系列电商平
台外，还通过与邮政、顺丰等物流企业合作，
让村民们也玩起了电商，当上了小老板。

利用微信朋友圈推广，靠着口碑相传，许
多村民开始通过微信接收订单，并就近在代
收点将脆李装箱，等待物流公司上门取货，发
往各地顾客手中。“每年3月李花节期间，以
及6月脆李上市前，就有许多客人提前跟村
民订货，认购李子树。待李子挂果后，就装箱
寄出。”该负责人说。

产业完善 巫山脆李有望走出国门

“今年我县相继与京东物流、顺丰速运等
电商平台签订脆李销售协议，进一步保障脆
李的销售。”上述负责人介绍，今年顺丰将在
物流运力上提供3架专机，35条冷运干线，
2900个流向的服务，实现全国118个城市今
天寄次日到，321个城市48小时到达。

此外，巫山县还开始在脆李深加工方面
发力，打算引进一批有实力的涉农企业入驻
巫山，建立脆李精深加工厂，开发脆李饮品、
果酒、果脯、果醋、果汁等附加值高的系列产
品，在延伸脆李产业链的同时，解决部分小果
销售难的问题。

重庆日报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今年
巫山县与我市“在希望的田野上”乡村振兴报
告团成员、重庆安益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彭阳也已建立了合作。接下来，将通过
彭阳的团队，从包装、口号、消费人群定位等
方面，对巫山脆李进行品牌营销，进一步提升
巫山脆李的市场认知度。

“等到2020年，全县脆李全部挂果，产量
足够大后，我们还将从产品检验检疫等方面
着手开拓海外市场，让巫山脆李走出国门。”
该负责人介绍。

电商助巫山脆李“插翅”出山
已销往福建、北京、上海、广东、香港等地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新疆来渝推介自驾游线路
➡7月11日，新疆来渝举行旅游推介会，推出10条

精品自驾线路及“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吸引众多市
民驻足关注。

近年来，新疆自驾旅游产品走红全国，仅去年就接
待自驾游客700多万人。推介会上，新疆旅游研究院负
责人介绍了“2018年新疆10条精品自驾游线路”，包括西
天山自驾热线、北疆自驾游环线、东天山自驾游热线、南
疆自驾热线等，涵盖了湛蓝湖泊、广袤草原、浩瀚沙漠、
逶迤雪山、苍茫戈壁等独特的新疆旅游资源，并浓缩了
休闲度假、风光民俗、历史文化、四季旅游等元素。

（记者 韩毅）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高速公路行车有违法行
为，重庆籍车主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处罚短信提示。

7月11日，市交通执法总队发布消息称，即日起，违
法行为即时短信提示功能上线。渝籍车辆在我市高速
公路上涉嫌超速、未按交通信号通行等违法行为，被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后几分钟内，短信提示就会推送到
车主的手机上。

据介绍，车主在收到提示短信后，可通过市交通行政
执法总队微信公众号或官方网站（http：//jtzf.cq.gov.cn）
进行查询。对查询的违法行为有异议的，可以向违法行
为发生地大队提出申诉。

同时，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提醒广大车主，短信仅
作为违法行为提示，不是最终的违法告知，也不会引导
车主进行转账、付款等操作。

高速公路行车违法

重庆车主将收到即时处罚短信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实习生 李行芩）7月
12日起，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将执行新的退号管理办法，
以严厉打击“号贩子”。

据了解，今年4月9日开始，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实施
实名制挂号，家长凭患儿的身份证、医保卡、户口本可以
挂号。

“此举对打击号贩子有一定效果，但还是不够，”重
医附属儿童医院有关负责人说，为保障患儿的合法就医
权益，该院制定了新的退号管理办法。从7月12日起，
现场需办理退号的家长，请在10∶30前在退号窗口办理
当日上午的退号手续；16∶30前在退号窗口办理当日下
午的退号手续，超过退号时间点将不予退号。

现场退号办理由退号人（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原件、
挂号凭证、患儿的医保卡或就诊卡，三个手续齐全才可
以退号。以上证件不符合者一概不予以退号。

同时，医院退号窗口启用人脸识别核对身份，每个
ID号码30天内最多只能退3个号。同一ID号码30天
内的现场退号大于3个及其以上，挂号室将停止办理其
当日退号手续，并报保卫科。

通过预约渠道（微信、电话、网站）成功办理预约挂
号的家长，因个人原因需要退号的，必须在就诊前一天
23：00前完成退号手续，退号手续经过预约挂号的原渠
道进行办理。对30天内同一就诊卡或同一手机号或同
一身份证号进行退号达到3次，将在90天内停止其任何
预约挂号服务。

打击号贩子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出新招

启用人脸识别核对身份退号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7月11日，在孩子们放暑
假之际，由江北区妇联主办的“同悦书香·共度好时光”
亲子阅读活动拉开序幕，该区将举办140多场别开生面
的读书活动，让孩子们在书中感受丰富的世界。

在该区少儿图书馆内，孩子们在整齐排列的书架上
仔细寻找着印有妇联标志的图书。“妈妈，妈妈，这里有
一本！”“哇，找到了，这本《爱心树》我还没有看过。”通过
寻书，孩子们既得到了区妇联精心准备的图书礼物，也
和家长们一起感受了图书世界的丰富。

随后，带着自己找到的图书，孩子们来到儿童活动
室。善于讲儿童故事的张渝丽老师，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绘本故事《阿吉的许愿树》。

江北区妇联相关负责人称，暑假期间，该区将充分
发挥妇女和妇联组织在家庭建设中起到的特殊作用，以
社区和家庭为主阵地，充分利用社区（村）图书室、妇女
之家、儿童之家等场所，因地制宜开展各具特色、丰富多
彩的亲子阅读活动。

江北开展暑期亲子阅读活动

杭州西湖区来渝推介美景
➡7月11日，杭州市西湖区来渝举办旅游推介会，

除推出西湖、西溪湿地、宋城等美景外，还着重推出
CityWalk（城市徒步）新玩法。

（记者 韩毅）

巫山县曲尺乡权发村，孩子在丰收的脆李篮子旁。 记者 谢智强 摄

田家炳到西南大学参加田家炳教育书
院落成典礼时的情景。

（西南大学供图）

近日，梁平区“孝雅善月月谈”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在明达镇举
行。明达镇辖区内涌现的孝行、雅行、善行先进典型与近200名
干部群众进行互动交流，现场分享他们的孝雅善故事，传递正能
量。

据介绍，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细落小，进
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梁平区委宣传部以“孝雅善月月
谈”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寻找村民中的孝雅善典型人
物，开展院坝孝雅善交流访谈，以身边典型的生活故事、日常
点滴浸润村民心灵，淳化家风民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
村大地更加具象化、生活化，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言行举止
得到有效引领。活动启动以来，选树了一批孝老爱亲的好儿
女、好媳妇，发现了一批爱干净讲整洁、追求洁雅环境和健康
文化生活的农村居民，推出了一批乐于助人、常行善举的身边
好人，这群先进典型通过院坝“孝雅善月月谈”活动，和村民一
起分享他们的孝雅善故事，畅谈所思所悟，与群众互动交流，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化为人们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第一个登场的是来自明达镇长久村二组的村民丁红琼。

2013年，丁红琼的公公被确诊为肝癌晚期，需要住院治疗，可
公公不喜欢医院的环境，她便从邻居家借了一辆电瓶车，每天
载着公公到镇医院输液，输完液后又载着他回来，如此每日往
返，风雨无阻。

“俗话说：‘老小老小’。我们小时候由父母照顾，父母老
了就该由我们照顾，这是责任也是本分。”说起如何做一个好
儿媳，丁红琼道出了她的心得。

家住明达镇福来村的冯光俊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竹编大
师，其竹编作品获得多个国家级大奖，原创的竹木工艺品有
167件获得国家外观专利。活动现场，他分享了自己下岗后不
知道干什么的迷茫苦闷到痴迷竹编创作，并形成产业、带领村
民致富的故事。

“一个人有了高雅的追求和爱好，就能让自己的生活美起

来，让自己的家庭美起来，如果这个爱好还能带领更多人过上
美好的生活，那岂不是人生一大幸事。”冯光俊的一席话赢得
了现场群众的热烈掌声。

最后一位上场分享自己人生故事的是新益村村民江启
秀。今年52岁的江启秀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为了村里的
建设，她拆了自家的房屋却不要一分赔偿。“只要对大多数人
好，我吃点儿亏也没事。”一句朴实的话，却感动了现场的每一
位群众。

整场活动以访谈形式为主，穿插文艺表演、理论宣讲，形
式新颖，生动有趣。文艺表演中，温情动人的歌曲《亲爱的爸
爸妈妈》、独具地方特色的梁山灯戏《抢公公》、舞蹈《祝福祖
国》等节目把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要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一个孝老爱亲、雅致生
活、崇善向上的人，努力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丽，让生活变得
更加幸福。

据了解，接下来，梁平区各乡镇将持续开展院坝“孝雅善
月月谈”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梁平大地上落地生
根。 刘娅莎

梁平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细落小
开展“孝雅善月月谈”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郑明鸿）7月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安委会召开的全市道路交通
安全工作警示视频会议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195起，同比下降了18%。其中10起为较
大交通安全事故，而这10起事故中，货车发生事故占多
数，货车非法改装，超速超载是主要原因。

为此，市政府安委会决定，从今年8月起，分时段
开展道路交通严重违法行为专项整治。重点整治旅
游客车、班线客车和危化品运输车辆超速、超员、超
载、疲劳驾驶等问题；重点整治货车、拖拉机非法改
装、超速超载，假牌、假证、假维保等问题；重点整治面
包车超速超载、非法营运等问题；重点整治道路安全
隐患等问题。

市政府安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的一系列专
项整治，各级各部门相关负责人要切实落实领导责任，
严格按照市政府相关部署，各部门抽调专人联合执法，
层层压实责任，并宣传发动群众，形成强大声势，让驾驶
员们不敢违也不能违，通过专项整治改善我市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重庆将重点整治
货车非法改装等交通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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