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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养老

痴瘫重危者全程托护67903369

招商寻求合作伙伴
重庆兴华清洗机设备制造厂（成
立于1984年，股份合作制）、重庆
兴华自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8年），注册地：渝北区，
主要制造、销售：清洗机、试漏机、
压装机及各种非标设备。现兴华
自控年产值达500-700万，为扩
大生产规模，寻求合作伙伴，股份
法人可转让。

联系人：田总 13983826777

寻求合作伙伴
永川民办学校（小学，幼儿园）占地6亩寻
合作伙伴。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 17774975697

禹素英遗失医师资格证书，证书编码:
199850110510202520215502，声明作废

居民贺悦将重庆市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收费
专用收据（票据号：002486430）遗失，声明作废。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直属支队两江新区大
队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8份，缴款书票号分
别为：701755597X、7017555988、7017556892、
7036332878、703633438X、7070160475、
7070160483、72470294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优茨巴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遗
失国家外汇管理局江津中心分局2017-2018
业务登记凭证，主体代码为056463709，经办
外汇局代码为500381，声明作废。

渝之旅会展中心门市遗失合同：CJ21900049596，
GN219140029，GN219130045，声明作废

包吉玉遗失失业证511023197305253162声明作废

商务调查

13629799205

诚信 债务咨
询

全国债务?成功付费

品牌婚介

经营者杨春亮遗失2015年5月19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500223605542982，声明作废。

遗失杨馥羽《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440232,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北区地方税务局遗失农行重庆宝圣

支行开户许可证Z6530000373501,声明作废。
渝中区品尚造型遗失2016年7月20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3608200062，声明作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糖便利店遗失2016年12月23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92500107MA5U9X619A，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江津区海华自来水有限责任
公司开给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工务段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和发
票 联 ，代 码 5000182130，号 码
07871286；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代码
5000174320，号码21471240声明作废

婚恋服务专家 成就天下姻缘
www.cqmeiren.com
13983171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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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经重庆旺财置业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6008191369）股东大会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
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2月21日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遗失票据号为000015253、
000015257的两张资金往来票据，特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18166342955
15320323186

万事通晨
报

广
告

郑重提示：本版只提供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重庆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危险品运输分公司渝AH018挂营
运证500104008726，渝AH0728营运证500104009048遗失作废

渝中区宏轩伟业货架商行遗失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30088477101，声明作废

招商加盟

遗失声明：重庆市建设岗位培训中心遗失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票据号码：7716053717；票据号码：
7784876192；票据号码：9888915343；以上票据执
收单位编码：928000001）（票据号码：7507222334；
票据号码：7507222377；票据号码：7507221681；票
据号码：7507218319；票据号码：7507217105；票据
号码：7507217121；票据号码：7507217180；票据号
码：7507217973；票据号码：7507223177，以上票据
执 收 单 位 编 码 ：302060001）（票 据 号 码 ：
7163707820,票据号码：7163716460，以上票据执
收单位编码：302060002）执收单位名称：重庆市建
设岗位培训中心，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威乐电器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339588026U）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2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太古饮料食品有限公
司（注册号500105000055577）股东会
决议，拟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
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
日内与本公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九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901000055441）股东会决议，
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
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2月21日

招标公告
家利物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在重庆有多个高端楼盘。现有以下事项公开招

标：提供物业合同纠纷诉讼及出具律师函服务招标要求：
1.具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2.成立年限在3年以上；
3.所提供服务之律师须具有律师执业证
4.投标单位必须按合同费用提供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有意投标公司须于2018年12月25日前携公司数据及相关证明文件到指定地

址，经我司审核通过后领取标书，同时欢迎贵司加入我司认可承判商，具体询联系人。
截标日期：2019年 12月 31日中午十二时正。
联 系 人：何小姐 联系电话：（023）63695014
索取标书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东方商厦10F
回标地址：重庆市渝中区邹容路68号大都会东方商厦10F

重庆融创江南融府项目交房公告
尊敬的重庆融创江南融府茶园-鹿角组
团B分区35-1/03宗地业主：

由我司开发建设的重庆融创江南
融府茶园-鹿角组团B分区35-1/03宗
地，以下商品房：融创江南融府1-15幢
（规划编号）住宅与商业、融创江南融府
17-25幢（规划编号）住宅与商业将于
2018年12月30日前具备交房条件，具体
交房事宜详见接房通知书。特此公告！

重庆堃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索居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A64MX9）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12月21日

重庆明瑞达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行萱花路分理处开
户许可证（帐号：1803010120010007516，核
准号J6530050157401）；遗失机构信用代码
证G1050010505015740O，声明作废

13岁女孩开构成作品展

构成作品对普通中学生来说是一种陌生
的事物，很多人从未听说过，更没有看过、触摸
过。

教了10多年中学美术课的温培老师说：
“像王星予13岁这个年纪，画漫画的、画水彩
的、出写实作品的小孩我见过一些，但搞‘构
成’，并有如此见解的初二学生我还是第一次
碰到。”

惊叹于王星予的作品，温培老师和她一起
策划了这次校园画展。

王星予热情招呼每位来观展的同学，并给
大家讲起了自己的创作故事。

《点线始终》系列由6幅作品构成。王星
予说，创作这个系列前，她脑子里先冒出了一
个词语“叠加”，于是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些点，
再用直尺画了一些线，线和线交接处又出现了
一些点，把点与点相连又增加了一些线，如此
层层叠叠，出现了很多面，再把不同的面用颜
色来分出层次，差不多三个小时才能画一幅。

画室里的作品，主题都很前卫。有用乐谱
为基底画的《音与形》，有像数学几何题一样的
求解分布图《不为求解》，还有的作品叫《立方
体的幻想》《神经元与疾病》《丁酉2016》。

画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很多同学一开始完全看不懂王星予的画，
但听了她的创作经历，发自肺腑地佩服她：“画
得很有个性，也有自己的风格。”

王星予阐释了她对构成的认识和《念·观》
系列的看法。所谓构成，便是点、线、面的组
合，一切事物皆可从一个“点”发展，扩散。我
喜欢点、线、面单纯的表达，或许这种表达并不
直接，但正是这种纯粹又理性的构成方式，既
暗合了某一事物的特征，又能引发观者对自身
的追问，对世界的求索。

观，即画画的构成；念，即思考的融入。
对色彩、图形的配搭，对线条的处理以及对元
素的提炼，是一个从生疏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同时又加入了不同的风格。“我的每一个作品
都是一道开放性试题，在那些看似无常的构

成下，蕴藏着不同观念的思考。”王星予说，在
创造这些作品时，她喜欢在自然中提炼元
素。行走到大大小小、纵横错杂的空间，从另
一个角度去探索事物的联系是一件很有趣的
事。其实，创造过程是无穷无尽的探索，她会
继续创作构成感的作品，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让艺术融归于生活，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态度
和思考方法。

美院教授给她想象力打90分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郝大鹏昨日也来到
画展现场，看了王星予的作品，听她讲起创
作经历很感慨，他说，构成画需要对物的认
识水平很高，一般大学里专业美术课才会涉
及相关知识，现有的中学美术课很少会讲
授。“但这个13岁的初中生却自己对构成造
型进行了不错的探索。看得出来这个孩子
喜欢观察物象，爱动脑子，空间想象力很丰
富。如果她是我的学生，这些作品我给她想
象力打90分。”

郝大鹏教授认为，这个孩子在艺术的道路

上走下去大有前途。

老师父母眼中的好学生

班主任胡波老师说，王星予不仅在艺术上
出类拔萃，学习也很优秀，是个全面发展的初
中生。这学期，王星予获得了学校的最高荣誉
奖“宏帆之星”。刚入校时，全班民主征集班徽
设计，王星予的作品以最高票数获得了同学们
的认可，每次班级黑板报她也是老师最得力的
助手。

在妈妈眼里，女儿从小就喜欢带着不一样
的眼光去发现身边的美好，家里吃鱼，她会觉
得鱼皮是艺术品；看场电影，她会觉得电影票
是艺术品；海边漫步，她会捡来各种石头、贝壳
打磨成艺术品。

妈妈说，王星予从幼儿园开始学画画，现
在进入初中了，学习时间变得紧张很多兴趣都
中止了学习，但每周王星宇都要坚持画画，“能
看到孩子做喜欢的事，我们做父母的很欣慰。
我们会一直支持女儿的兴趣发展。”

本报记者 黄晔

“幼小衔接”这根弦想必很多家长都绷得很
紧，不少教育专家也大力提倡要重视这个问题。
但近日重庆两江新区童心小学与辖区6所幼儿园
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正在联手打造“小幼课程”。

这门新课程吸引了北京鹤琴之声研究会
负责人、著名教育家柯小卫老师的关注。前几
日，柯老师来到童心小学校园跟小学校长、幼
儿园园长、小学老师和幼儿园老师一起来做课
程设计。他说：“现在大家习惯于往上看，让幼
儿提前适应小学节奏，进行幼小衔接，在我看
来往下看，让小学一年级课程活起来，让孩子
在丰富的活动中逐渐适应小学生活更好些，做
好小幼衔接更有必要。”

小学牵手幼儿园打造新课程

童心小学辖区有北回归线幼儿园、天朗幼

儿园、小太阳幼儿园、中央美地幼儿园、十方界
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6所幼儿园。每到升学
季，幼儿园的家长们都迫不及待地要求幼儿园
增加一些写写算算、识字拼读的课程，以待早
日与小学教育接轨。

“改变一直存在的‘超前教育’现象是我
们联手幼儿园来打造‘小幼衔接’课程的初
衷。”童心小学校长秦波说，基础教育自身具
有连续性、整体性、基础性的特征，但把小学
一年级的学习内容提前至幼儿园中、大班去
教授，使儿童过早被各类知识“束缚”，失去幼
儿时期该享受的“快乐童年”，这将改变幼儿
的性格、生活力、创造力，造成儿童一生基础
的扭曲。因此，我们想探索一条“以儿童为中
心”的“小幼衔接课程”来解决“幼儿园小学
化”现象蔓延的问题。

小学向下看“活动课程”实验

“小幼衔接”的课程内容是对一年级前半
期教学方式进行适度调整，将规定的学科教学
内容以“游戏化”与“综合活动”方式学习，将儿
童原有的“坐着听讲”学习方式转变为“游戏
化”“活动化”的“教学做合一”的方式。

实验课程将在按纲教学基础上，增加“实
验性”教学，采取“活动”的形式部分教授现有
课堂教学内容。课程负责人李婷婷老师介绍，
他们会把教室变身为工作坊，把学生座位分成
若干小组，实现“分组学习”。另外，教室里还
要配置相关书籍、实验设备及其必需的教具，
以便学生可按需取用。

柯小卫说，让小学一年级“幼稚园化”很有
必要。儿童就是儿童，儿童不是成人。我们应
尊重儿童的独立性，站在儿童的角度爱护、理
解儿童，珍惜儿童天性。所以，小学教师要关
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规律，学会保护好儿童的
天性，助其快乐成长。

让小一课程“活”起来

如何让小学一年级课程“活”起来，专家和
老师们一起作了探索。

语文课该怎么培养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呢？汉字起源如何讲才生动，更符合刚入学孩
子的胃口呢？

李婷婷老师说，小学一年级孩子们会接触
汉字。小幼课程为此特别设置了“汉字起源”，
使孩子们通过汉字独特的“图形”，激发其学习
的兴趣。在新编的小学教材中已调整为先学

“字”后“拼音”，以解决小学一年级语文教学
“拼音难”的教学困局。我们在小幼课程中，老
师们还加入中国传统语文教学的“读法”（即解
字）“缀法”（即造句、连句）以及书法等教学内
容，辅以“中国象棋”“识字盘”等，强调语文“应
用性”，使识字在“做”与“多元化”状态下进行。

具体而言，“读法”与“缀法”采用“看图识
字”“拼对子”“猜谜语”、古诗对句等扩大语文
学习范围，培养学生对汉字内涵、形式的理解，
发展小学生的应用与联想能力，使学习语文更

具趣味性。
数学方面，小幼衔接课程将开展珠算、计

算、测量等内容的学习，建立学生对空间、时
间、计量等方面的数学概念，在日常生活中发
现数学用途。开展数列、数阵游戏、跳棋等活
动。

科学方面，会组织学生观察自然现象，经
过设计“游戏”，组成学习小组，培养小学生观
察、研究与实验的兴趣和能力，融入包括“环
保”“生命”等教育内容，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
的奥秘与微观察世界中的新天地。

其他学科，如健康课程，社会课程，美术、
音乐等艺术类课程也采取相似的方式，体现

“主体性”“生活性”“直观性”，改变现有的教学
状态，使教学最大程度“活”起来。

拒绝“无理要求”底气更足了

小太阳执行园长倪红对“小幼衔接”课程拍
手称好，“这是我们幼儿园一直想做的工作，但又
没有能力自身去完成的事。”倪红说，一些科学的
幼教观我们一直想坚持，但迫于市场和家长的需
求，有时我们推进起来很乏力，幼儿园不教识字
算数，家长们也会给孩子外面报班学。“现在好
了，我们跟小学联手打造的课程，还有教育专家
和小学老师来指导，这相当有说服力，家长也不
必恐慌了，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幼儿园要以
游戏为主，一年级要‘零起点教学’。”

红黄兰幼儿园大班的刘畅说，教育专家的
指导，新课程的引领让我们一线老师更明确了
方向，知识准备要“零起点”，行为习惯、身体准
备要做得更多一些。

据了解，6所幼儿园将从艺术、语言、科
学、社会、健康五大领域来研发课程，互相学
习，指导教学。近期，这6所幼儿园将向家长
发布“小幼课程”相关内容，在明年招生前童心
小学的老师还将走进6所幼儿园跟家长面对
面地作入学指导，下学期幼儿园大班的娃娃还
将被邀请走进童心小学，参观体验。“这些举措
都是为了让孩子们较快地适应小学生活，完成
幼儿园阶段向小学阶段的顺利过渡。”童心小
学校长秦波说。 本报记者 黄晔

家里吃鱼家里吃鱼，，她觉得鱼皮是艺术品她觉得鱼皮是艺术品
看场电影看场电影，，她觉得电影票是艺术品她觉得电影票是艺术品
海边漫步海边漫步，，她捡来贝壳磨成艺术品她捡来贝壳磨成艺术品

初二女生办了个画展初二女生办了个画展
美院教授给她打美院教授给她打9090分分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初二44班学生王星
予，这两日成了校园里的艺术明星。在教学楼一
楼圆弧展览室里成列着30多幅王星予的绘画作
品，展台上还摆放着不少的艺术品，是她用树枝、

石头、砂砾、鱼皮手工打造出的。
师生们循着海报《念·观》来到画展现场，一种前所未

有的视角冲击力，让人震撼，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构
成作品真是太奇妙了！”

童心小学牵手6所幼儿园打造“小幼衔接”
这些校园联手打造的“小幼课程”，致力于解决“幼儿园小学化”现象蔓延的问题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初二44班学生王星予介绍
自己的作品。 上游新闻记者 杨新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