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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进社区，居民提建议

老旧社区微改造 寻常陌巷
“活”
起来
“那块空地清理出来，
弄一个
娱乐广场没得问题，我们可以跳
跳坝坝舞。
“
”那儿宽得很，完全可
以升级，以后演出什么的都可以”
“ 增 加 点 停 车 位 ”……11 月 22
日，在新山村街道沪汉社区家和
广场，一场别开生面的交流会正
在进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规划事务中心、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区民政局、新山村街道等
相关负责人，20 余名居民代表、
社区干部和社区规划师就“执手
同心·共绘沪汉”
景观长廊更新初
步方案进行了充分讨论。

沪汉社区位于我区老城区中
心地带，面积约 0.6 平方公里，常
住居民 2150 户，6000 余人。随
着社区居民的生活需求越来越多
元化，社区存在着资源整合力度
不够、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党员
发挥作用平台欠缺、环境卫生问
题突出、设施相对落后等问题。
如何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
获得感成为了社区工作人员一直
记挂的事。
今年 2 月，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启动社区规划师试点工作，
一支由高校教师、工程技术员组

成的社区规划师团队，对接重庆
市中心城区具有典型改造需要的
12 个社区分别开展试点工作，沪
汉社区是我区首个入选的试点社
区。
薛威作为重庆市
“社区事·名
师做”
社区规划师，
先后多次来到
沪汉社区，与居民打了几次“交
道”
“
。我们前期已经进行了多轮调
研，
发放问卷，
与社区居民进行座
谈，
充分吸收了居民的意见。
”
薛威
说。对于社区改造后的效果，
居民
们也是满怀期待，
大家迫不及待想
看到
“新”
社区的样貌。

械制造、软件开发、生物医药、电
子商务、商业零售等多个行业领
域，给毕业生提供充分的选择。
从已参会企业提供的招聘信息
来看，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密切相
关的岗位需求有所增加，比如，
算法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大数
据工程师、信息化实施顾问、人

育才小学合唱艺术团获全市一等奖

本报讯 （记者 廖雅尘） 近日，重庆市第九届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璧山落下帷幕。本届展演活动
以“阳光下成长”为主题，我区育才小学“童心圆”合唱艺
术团喜获一等奖。
据介绍，重庆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每三年举办
一届，是目前全市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中小
学生艺术盛会。本次共遴选出来自全市 41 个区县的
169 个艺术表演类节目（9 个专场）、35 个学生艺术实践
工作坊、298 件学生艺术作品和 100 余篇中小学美育改
革创新优秀案例参与展演，
近万名师生参加活动。
育才小学“童心圆”合唱艺术团以《最好的未来》
《音
乐万岁》合唱曲目获得本届展演活动声乐类别小学艺术
团组一等奖。其中《最好的未来》作为压轴节目在开幕
式上完美呈现，孩子们的精彩表演得到现场观众一致好
评。
“童心圆”合唱艺术团成立于 2006 年，目前共有 40
名团员。在“让校园每一个生命都精彩”的办学理念指
导下，
“ 童心圆”合唱艺术团以关注“童心”发展为出发
点，按照“专业指导，科学训练，主动展示”的宗旨，全面
开展各项活动，让孩子们在合唱的无穷魅力中，提升音
乐素养，陶冶艺术情操，丰盈成长底色，
“圆”
美好梦想。
经过 15 年的发展，
“童心圆”合唱艺术团从区级合唱
艺术团荣升为大渡口区唯一一所重庆市合唱艺术团、重
庆市合唱联盟成员、大渡口区品牌项目。
“ 童心圆”合唱
艺术团先后荣获重庆市第七届中小学艺术展演声乐类
比赛一等奖、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
演类比赛小学甲组一等奖、大渡口区首届校园音乐节合
唱比赛一等奖等 22 个奖项。
一直以来，育才小学美育教育秉承“美育涵养学生
心灵”理念，学校立足课程和课堂，全面系统培养学生审
美素质和能力，通过艺术类美育课程、学科渗透类美育
课程、辅助类美育课程、活动类美育课程四类美育课程
相辅相成，构建和美的隐性人文教育环境。

工智能技术专业教师、试剂生产
专员等。
求职者可扫描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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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同时，本次网络招聘会还
设立职业指导专区，为高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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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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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李 润
梅） 11 月 23 日，来自区人力社
保局的消息，从即日起至 12 月 6
日，我区将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月网络招聘会。
据了解，为深入实施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进一步
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就
业 ，区 人 力 社 保 局 决 定 开 展
“2021 年重庆市大渡口区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月”网络招聘会，
主要为 2022 届高校毕业生、往届
有就业意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等广大求职者提供就业
服务。
本次招聘活动有 100 余家企
业提供 1000 个以上岗位，涉及机

本报讯 （记者 张涵菓） 11 月 22 日，区融媒
体中心组织举办通讯员全媒体能力系列培训第二场
培训。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蔡敏应邀
作专题讲座。
讲座中，
蔡敏以
“国家传播视阈中的新闻与社会发
展”
为主题，
以
“国家传播”
“新闻”
“社会发展”
三个关键
词为切入点，从新闻的多种面孔、新闻与社会发展、发
展报道与发展新闻学的形成三方面，带领区融媒体中
心编辑记者和通讯员一起更加深入地认识新闻。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闻，应该用多维的视
角去看待中国当代的新闻，其中主要包括官方视角、
学界视角、业界视角、社会视角、国际视角。”蔡敏还从
中西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中国的传统等方面分析解
读了“被误解的新闻自由”这一主题。最后，蔡敏从国
家传播、区域传播、行业发展传播介绍了发展报道的
话语实践，同时以“直辖重庆及其发展新闻传播的进
程”为例，从自身感受谈到重庆城市的具体发展，让大
家更加了解发展报道的话语实践。
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丰富、课程新颖、实
用性强，对自身工作很有启发，将努力把讲座中所学
融入到新闻宣传工作中，为做好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
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点燃运动激情 彰显青春风采
2021年全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张涵菓 文/图） 近日，
为期两天的 2021 年大渡口区第四十一届中小
学生田径运动会在重庆市旅游学校落下帷幕。
全区共 29 所学校近 600 名运动员参与了短跑、
垒球、跳高、跳远等项目的比拼，运动健儿齐聚
一堂，同场竞技，展现全区中小学生朝气蓬勃的
精神面貌和良好的素质。
本次田径运动会设小学甲组、小学乙组、初

中组、高中组四个组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运
动会也是我区径赛项目首次采用电子计时方
式，
相对于人工计时来说，
裁判更加精准公平。
最终，
重庆市37中获得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商务学校获得初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育才小学、
花
园小学分别获得小学A组、
B组团体总分第一名。
本届运动会由区教委主办，重庆格瑞体育
产业有限公司承办，
重庆市旅游学校协办。

区融媒体中心

新兴产业岗位需求增加

施、改善人居环境等多方面入手，
以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方式，打
造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共建共治
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形成美丽社
区的社会空间。
下一步，沪汉社区将携手社
区规划师团队在推动规划和自然
资源事业与居民幸福感相结合，
从畅行、补充配套、律动空间建
设、美化绿化、智能赋能五个方面
入手，推动社区公共空间“微改
造 ”，真 正 为 群 众 办 好 事、办 成
事。
（记者 文琰 实习生 蓝渝凯）

举行第二场全媒体能力培训

我区启动高校毕业生网络招聘会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
居民意见，将对花生堡片区进行
改造，打造具有特色文化的社区
小巷。
”社区相关负责人说道，
“这
次我们充分发挥居民自治的作
用，
让社区规划更
‘接地气’，
沉下
去了解居民真正的实际需求，为
社区的规划提档升级。
”
记者从沪汉社区了解到，社
区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
动，
以本次交流会为契机，
统筹推
进辖区全域“微改造”规划。以
“家和沪汉，
共用共享”
为思路，
以
民生需求为导向，从完善基础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