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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莎

1月26日，一辆“助浴快车”开进南
岸区广阳镇塘坎村五保家园，72岁的特
困对象周承东却拒绝助浴服务，还和工
作人员犟了起来。“老周，大家都要洗，你
为啥不洗？”塘坎村村主任王跃建拉住周
承东问。

“我才洗了，不需要！”周承东的“谎
言”很快被邻居孙尚福戳破：“乱说！他
一个多月没洗澡了。”

周承东也不生气，犟着脖子继续坚
持：“我自己能洗，不需要他们。”同住五

保家园多年的戴清全也来“拆台”：“嘿
嘿，他上次洗个澡，打了好几天的喷嚏，
我们都不敢靠拢。”

市慈善总会助浴快车项目负责人隆
全明长期与老年人打交道，他笑着把周
承东拉到一边，柔声问他平时怎么洗
澡。老人把他带到浴室说：前后冲几下，
擦干就可以了。“不能洗久了，有时热水
断断续续的，冷得跳。”他解释说。

隆全明明白了，周承东和许多老人
一样，自己怕洗，又不愿麻烦别人，所以
才长时间不洗澡。“老人家，你上车看看
就明白了，这个‘洗澡’和你想象的不是
一回事。”隆全明好说歹说把周承东拉上

“助浴快车”，车内干干净净，室温30多
度，还飘着沐浴露的清香味，周承东皱成

“川”字的额头瞬间展平了。
隆全明向周承东介绍助浴流程：洗澡

前先测量血压，符合标准再进入更衣室，
换上一次性洗浴裤。浴缸里的水温保持
在40度左右，助浴师将老人全身淋湿后，
再洗澡、洗头。洗完进入更衣室把头发吹
干，再帮老人理发、剪指甲、刮胡须。

周承东见此场景有所“松动”，可见
到助浴师冯地华后，又犯了倔。原来，见
对方是女娃子，他不好意思了。

冯地华是“助浴快车”的第一批助浴
师，她提供助浴的老人已有四五千人，早

已见怪不怪，她大方地对周承东说：“老
人家，我爸爸和你差不多年龄，你就把我
当成你的女儿嘛！”

此时，“犟老头”周承东才真正抛开
顾虑，他回屋带上一套换洗衣物，进入了

“助浴快车”。40分钟后，助浴师冯地华、
隆素容把老人送了出来。洗完澡的周承
东脸色红润，露出满意的笑容，“洗得好，
我下回不犟了。”冯地华悄悄告诉记者，
老人洗得高兴了，还在浴缸里像孩子一
样打水呢。

据了解，为让老人们干干净净过新
年，南岸区特别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启
动了公益助浴活动，从今年1月起，“助
浴快车”开进南岸的农村和社区，为南岸
区的特困老年人和经济困难的高龄或失
能老人提供12次免费助浴服务。南岸
区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科科长陈
霞介绍，此次公益助浴活动预计将惠及
400余位老人，均由政府承担费用。

南岸区“助浴快车”开进社区

“犟老头”洗澡记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通讯
员 尹秀秀）1月27日，来自中铁二十
一局集团消息称，主城新区高速公路互
联互通重要通道之一的合川—璧山—
江津高速公路（以下简称合璧津高速）
团坝枢纽互通式立交主线桥架设成功，
让合璧津高速离全线通车又近了一步。

团坝枢纽互通式立交，总投资约2
亿元，主要为合璧津高速与渝遂高速之
间车辆转换交通而设置。该立交共设
置8条匝道、3座主线桥、10座匝道桥。
其中，主线全长1.82公里，采用双向4

车道公路标准，设计速度为100公里/
小时；匝道全长4.8公里，设计速度50
公里/小时。

合璧津高速是重庆市重点交通建
设工程之一，项目起于合川区，终点在
江津区接江习高速与江合高速，全长约
94.87公里。“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桥面
铺装、现浇箱梁等工程，确保合璧津高

速加快建设。”中铁二十一局集团五公
司合璧津高速土建三标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悉，目前全线正加快推进。截至
目前，合璧津高速路基工程完 成
58.5%，桥梁工程完成42.6%，涵洞工程
完成87.1%，隧道完成97.7%，路面标段
也已进场。

据介绍，全线建成后，驾车从璧山
至合川将少绕行35公里，从璧山丁家
至江津刁家将减少绕行30公里。届
时，将有效串联起成渝高速、九永高
速、渝蓉高速、渝遂高速等多条射线高
速公路，极大缓解绕城高速的通行压
力，带动沿途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合璧津高速团坝枢纽立交主线桥成功架设

□本报记者 匡丽娜

1月27日，我市各小学校陆续
开始放寒假。寒假到来，不少学生
却因为家长给他们报的各类培训班
乐不起来。有的学生甚至吐槽：放
寒假还不如在校上课。寒假补习班
要不要上？家长该以什么心态面对
这个问题？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行
了调查。

现象 校外补习成常态，
有的从早到晚连轴转

“期末考试才考完，你就让我去
上奥数，我不想去！”27日上午 9
点，江北区一居民小区门口，一位小
学高年级学生跟在妈妈身后，嘴里
不断地抱怨。“你马上就是毕业班的
学生了，还不赶紧把功课补一补！”
妈妈不由分说，拉起孩子上了出租
车。记者调查发现，学生寒假补课
充电几成常态。

“这个寒假，妈妈给我报了5个
培训班，语文、数学、外语，再加上钢
琴和篮球，时间从早上10点一直到
晚上8点。要不是排不出时间了，
她还准备给我报一个练字班呢！”戴
着眼镜的11岁男生小杰（化名）是
渝中区某小学五年级学生，他对记
者说，学校25号考完期末考试，第
二天他便开启从早到晚的“补课”模
式，连学校布置的寒假作业都没时
间做。

小悦是六年级学生，她比小杰
还忙。单单语文学科，她就在2个
不同的培训机构上课，一个古文学
习班，一个阅读写作班。另外，她爸
爸还准备给她找一个“一对一”私
教，帮她预习初中数学。

“寒假就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
上课。比起放假，我更喜欢在学校
里，至少可以跟小伙伴一起玩。”小
杰说。

原因 孩子独自在家缺
少看护，不上补习班怕落后

在重庆某知名补习机构教学
点，记者发现，从上午 10 点到下
午5点半，每个教室都场场满座，
有些上中午1点上课的孩子来不
及回家吃饭，就吃点外卖，等到下
午两点半下课又奔赴下一个补习
班。

“寒假补习标配就是3+1，语数
英加一个兴趣班。”一位家长说，“孩
子放寒假，我也想让孩子玩，可是别

人家孩子都上补习班，我们不上就
会落后。”

一些家长表示，给孩子报辅导
班是出于多方面考虑。一是孩子放
寒假了，可是家长要上班，孩子独自
在家不仅容易沉迷电视或手机游
戏，人身安全也难以保障，相比之
下，去辅导班更让人放心。另一方
面，别的孩子都在补课、在进步，自
己的孩子原地踏步就是退步，谁都
不想掉队。

在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不少小
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加入了补课大
军。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家长
称，孩子班上一共42名学生，粗略
统计有38人参加了校外培训，少则
一两个培训班，多则有四五个。

而各类培训班的价格并不便
宜，一位家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除
去春节，孩子们补课时间从一周到
半个月不等，每次课的时间从1小
时到3小时不等。以补习一周，每
次1小时，每小时150元计算，一个
培训班的费用在1000元左右，一般
一个学生一个寒假的补习费少则千
元多则万元。

专家 不能用同一个模
板教育孩子

“不想让孩子落后成了每个家
长内心的魔咒，也成了每个孩子的
紧箍咒。”市教科院德育研究所副所
长杨昌弋称，不少家长们有浓重的
焦虑情绪，他们的焦虑都来源于一
个假设：总以为未来的竞争是以智
商为代表的认知技能的竞争，便一
厢情愿地认为有投入就必定会有回
报。

“事实上，每个孩子都不一
样，有的孩子在学习上更出色，有
的孩子动手能力强，有的孩子有
运动天赋，家长不能用同一个模
板教育孩子。”杨昌弋认为，应该
在孩子不同成长阶段教授适合他
们该阶段发展的内容，这叫教育
的适宜性。如果提前让孩子接受
超前的内容，就会打破这个系统，
产生不良后果。

一位小学校长表示，假期是培
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好时机，与其
花钱补课，不如鼓励孩子阅读，“校
外补习不是绝对不好，关键是不要
盲从，要以孩子的兴趣为前提，基于
全面发展需要进行‘学有余力’的补
习，而不是因焦虑而跟风，为补习而
补习。”该校长说。

寒假来了，家长如何面对各种补习班
专家：要给予适合孩子当前成长阶段的教育

□刘江

中小学放寒假了，对不少孩子
来说，放假并不等于放松。学校的
课业结束了，但假期早已被校外培
训的课程填满。

问问身边家长，几乎没有不给
孩子报假期培训班的。争先恐后
为课外培训掏腰包的背后，既有优
质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的直接原
因，也有自家长们对考试分数的热
衷。看到“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利
用假期埋头苦学，上各种线上线下
课程，大多数父母也都不敢安心让
孩子“放羊”。为校外培训班付费，
实则是家长们为自己的教育焦虑
买单。

校外培训，本应成为学校教育

的有益补充，更好地满足家长们多
样化、个性化教育需求。但培训课
程安排得过满，占据了整个寒假，
就会压得孩子喘不过气来，也不利
于中小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在
学习上抓得紧值得点赞，但孩子成
长的路上，不应该只有考试名次这
个单一的衡量标准，多元价值也应
得到尊重。让学生变成“学习机
器”，有违教育的真正目的。强调

“为学习不过寒假”、追求“一个寒
假反超几人”的观念，不值得倡导
和效仿。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学习同样
如此。放寒假，就要让学生们得到
更多休息、玩耍的时间，做到劳逸结
合，而不是换一张学习桌。与其让
孩子长期处于“连轴转”的疲惫状
态，不如把快乐假期还给孩子，多花
些时间关注孩子的品德涵养、生活
体验、社会交往。从长远看，孩子的
成长收获可能更多。

别让孩子的假期被校外培训填满

短评

本报讯 （记者 罗芸）1月27日，
位于武隆区西部的凤来新城正式破土
动工。根据规划，到2030年凤来新城
建成区面积将达10平方公里、集聚人
口10万人，成为产城融合、城景互动的
近郊型公园城市，同时辐射渝东南和黔
北地区发展，是实现“武隆南川”一体化
发展的重要载体。

武隆区委书记黄宗华介绍，凤来新
城是重庆市和武隆区“十四五”规划的
重要内容之一。它位于武隆区西部、重
庆主城东三环内，地处主城都市区和渝
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的连接点，距两江
新区复盛片区约50公里，区位优势明
显。该片区地势相对平坦，东侧毗邻武
隆白马山景区，西侧临近南川金佛山景
区，境内及周边自然景观达255处，生
态资源丰富。

“凤来新城将重点打造四大特色
产业体系。”武隆区政府有关负责人介
绍，凭借位于主城近郊且背靠康养高
山的优势，新城将发展大健康产业，建
设一批大型文旅综合体、文化产业体
验园、文化小镇；立足新型工业方向，
重点发展生态工业，如中成药加工生
产、医疗器械加工制造、食品类旅游商
品和创新型文旅产品等；以城郊型经
济发展为重点，培育发展现代服务业，
打造服务主城都市区、辐射渝东南和
黔北地区的物流集散中心和一批专业
市场，建设国际旅游购物区，培育发展
现代金融、工业设计等高端服务业；推
动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提档升级；
新城还将打造一批田园综合体、农业
产业观光园、乡村旅游示范点等，发展
有机蔬菜、精品水果等优势农业产业，
建成服务主城的富硒优势农产品供应
基地，实现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提

档升级。
凤来新城也将是一座产城融合、城

景互动的近郊型公园城市，将坚持“林
城交融、山水灵动”的城市设计理念，建
设公园型新城；坚持推进智能城市、数
字孪生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规划，推动
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和数
据集成在城市规划设计、功能布局、公
共产品、民生服务、政府管理、社会治理
等领域的应用。

根据规划，凤来新城涵盖凤来、庙

垭、平桥、鸭江等7个乡镇。目前，凤来
新城已包装了包括能源、交通、产业、教
育、医疗等在内的100多个项目，投资
金额600亿元。其中，姜家溪水库工
程、凤来新城至武两（武隆至两江新区）
高速连接道路工程、付家大湾5G基站
工程已于27日正式动工。今年内，总
部经济大楼、规划展览馆、城市干道、居
民安置点、污水处理厂、垃圾中转站、水
库等也将陆续开工建设。

据了解，凤来新城是实现“武隆南

川”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通过持续
不断的建设，到2030年，凤来新城将基
本形成现代城郊型经济体系，集聚一批
高端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基本完善
公园型城市的系统功能，建成区面积将
达到10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到10万
人。届时，“武隆南川”一体化发展有望
成为全市“区群”融合发展示范区。

武隆凤来新城启动建设
2030年将建成产城融合、城景互动的近郊型公园城市，是实现“武隆南川”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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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经历了太多生与死、血与火、
义与利的考验，每一次都足够让人提
心吊胆。全国先进工作者、重庆市公
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旷陈，坚守缉
毒侦查工作一线，共指挥破获千克以
上毒品案件 1000 余起，其中万克以
上案件 100 余起。一次次与毒贩的
惊险较量，在旷陈的职业生涯里不胜
枚举。从警 24年来，他曾荣立个人
一等功 1次、二等功 3次、三等功 10
次，嘉奖 11次，荣获“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缉毒
侦查能手”“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等称
号。

身经百战 摧毁贩毒团伙

工作方式隐蔽、危险系数大，已成
了旷陈工作生活中的一部分，如家常
便饭般习以为常。在缉毒一线，他既
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凭着一股敢打
敢拼不服输的韧劲，同战友们一道啃
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打了一场
又一场漂亮的缉毒攻坚战。

从初出茅庐的缉毒新手，到身经
百战的老兵，每次遇到急难险重任务
时，旷陈总是主动请缨参战。多年前，
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中，旷陈假扮买
家，卧底接触，巧妙周旋，终于取得对
方信任。为避免犯罪嫌疑人罗某怀
疑，旷陈只身前往交易地点实施抓
捕。抓捕过程中，罗某拼死反抗，猛然
抱紧旷陈向身旁的陡坡滚了下去，尖
石、荆棘划破了旷陈的皮肤，但他始终
将毒贩死死控制住。待增援战友赶到
时，旷陈才发现手掌已被树枝刺穿，血
流如注。

在指挥胡某团伙制毒案中，旷陈
带领团队前往永川深山，摸黑穿越丛
林，为避免打草惊蛇一路匍匐前进。
他们凌晨2点出发，3点半到达伏击地
点，4点开始收网，查获氯胺酮成品1.2
吨，这是重庆一次性缴获毒品成品最
多的制毒案件。

面对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旷陈
和他的队友每次都冲锋在前。“3·27”
专案中，他们跟控、蹲守3个月，在重庆

最炎热的夏季，闷在“僵尸车”里不敢
开空调，汗水浸透了衣服和鞋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旷陈和队友最终一
举拿下毒贩。

“惩恶扬善，激浊扬清，是我当年
从警的初心，更是我一生的坚持，为

‘无毒’而战，不悔不怨。”旷陈说道。

侠骨柔情 挽救边缘群体

在“8·31”专案中，旷陈查获一名
未成年吸毒少女汤某。汤某家庭困
难，父母双亡，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
于是，旷陈带领民警多次前往汤某家
中探望慰问，为汤某讲解吸毒的危害，

还为她联系职业学校学习技能，资助
全部学费。事后，汤某对公安机关的
关爱万分感激，立志永不再沾毒品，自
愿成为一名禁毒志愿者，主动宣传毒
品危害，坚决与毒品违法犯罪作斗争。

另一名吸毒人员钟某在依法被公
安机关强制戒毒后，情绪低落，一度产
生轻生念头。原来，钟某母亲患有严
重尿毒症，还有一个3岁的女儿要她独
自抚养，经济和精神压力都很大。在
了解到情况后，旷陈带着慰问品到钟
某家中看望她的家人，并到戒毒所看
望钟某，鼓励她振作起来。通过与有
关部门沟通、联系，旷陈将钟某的父
母、女儿接到戒毒所与其团聚，让他们
共同度过喜乐祥和的国庆节。面对如
此细致的关心，钟某感动得泣不成声，
当即表态一定痛改前非，好好戒毒。

数据先行 优化侦查模式

为有效遏制“金三角”毒品向我市渗
透，旷陈结合重庆毒情形势日趋复杂的
现状，在工作中主动拥抱大数据，转变工

作思路，创新侦查模式，提升攻坚能力。
旷陈按照“数据先行，阵地前移，

情报导侦”的工作理念，注重推动禁毒
信息化建设。2018年，他带领分管的
信息化部门成功研发重庆禁毒信息研
判系统。同时，旷陈还积极探索运用
信息化分析技术，将个体数据变为整
体数据，将零散数据变为系统数据，将

“僵尸”数据变为鲜活数据，通过组织
开展全市青年民警禁毒信息集中研
判、禁毒研判员大比武等专项工作，使
禁毒信息化工作逐步实现从被动保障
型向主动服务型的应用转变，实现了
重庆缉毒侦查信息化的提档升位。

在旷陈的带领下，重庆公安禁毒部
门深化阵地前移，积极探索信息工作新
机制，实现了边境延伸搜集信息工作思
路的创新和跨区域数据整合、精准研判
工作方法的创新。国家禁毒办、公安部
禁毒局对重庆公安禁毒部门的创新举措
予以高度评价，并通报全国予以学习。

潘锋 殷宇
图片由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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