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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聚焦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28岁的封宇恒
是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队三大队渝北区
中队士官长。日前，他被提名2018年度“感
动重庆十大人物”。

在平时的组训中，封宇恒发现，战士普遍双
杠好于单杠。对此，他研究提出了“反向式俯卧
撑”训练法。在其指导下，经过3个月的集训，该
中队95%的战士完成了器械单、双杠练习。

封宇恒还提出开展“五小练兵”建议，创
新提出“梯步协调跑”“音乐腹部操”“三人协

作跑”等7种训练方法，改进6种训练器材。
最终，封宇恒培训出了6名总队、支队优秀军
事教练员。

自2015年以来，封宇恒所在中队在支队各
类比武竞赛中始终名列前三名，他被武警总队
评为“优秀教练员”，成为该支队首个军政兼通
的士官长，支队官兵一致称呼他为“金牌教练”。

2017年6月，封宇恒参加了2017年武警部
队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评比竞赛，成为全军十
佳“四会”政治教员之一，并荣立个人二等功。

创新训练方法，培养优秀教员
他被支队官兵誉为“金牌教练”

一、投票时间
2018年12月17日9：00至12月23日18：00
二、投票方式
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有线电

视机顶盒三种投票方式，各种投票方式均按
照有效一票计算为一票的办法进行统计。用
户在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流量费用外，不收
取其他任何费用。

（一）微信投票 进入“重庆发布”“今日
重庆号”微信公众号，点击导航栏右下角“感
动人物”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选择10位候
选人，点击“投票按钮”为其投票。每个微信
号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可为候选人所在
区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

（二）手机客户端投票 登录“上游新闻”客
户端，点击底部“活动”菜单栏进入感动重庆专
题页面，选择10位候选人，点击“投票按钮”为其
投票。每个注册ID每天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可
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0个“感动光亮值”。

（三）有线电视机顶盒投票 重庆有线电
视的高清互动机顶盒和来点智能机顶盒用户，
可进入“最重庆”点播栏目页面，在“感动重庆”
专栏投票。每次投票选取1名候选人，每个用
户每天最多为10位候选人各投1票。每次投票
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

三、市民点赞

市民点赞通过“现场活动点赞”和“抖音点
赞转发”二种方式进行。市民点赞可为候选人
所在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感动光亮值”也
将作为社会投票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现场点赞 现场点赞采取“图文识
别”方式进行，点击“感动重庆”微信公众号导
航栏右下角“图文识别”后，将手机摄像头对准
单个候选人图片，并拍照进行图文识别，阅读
候选人感动故事可为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感
动光亮值”。每阅读1次就可为候选人所在区
县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每天每个用户最高
不超过100个光亮值。

（二）抖音点赞 关注“感动重庆”抖音号
（1690186836），为候选人点赞支持并分享传
播。抖音点赞数量及转发量，可为候选人所
在区县增加“感动光亮值”。每点赞1次可为
候选人所在区县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转发
1次增加1个“感动光亮值”。

四、投票权重 最终评选结果，采取市民投
票与评委投票按权重综合考评。两项权重分别
为：社会投票占70%、评委投票占30%。

五、注意事项 投票过程中如发现刷票或
数据异常行为，组委会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
严重者将对相关人员追究法律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023-63896151
投诉监督电话：023-63895045

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社会公示投票须知

“今日重庆号”
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

“重庆发布”
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

“感动重庆”
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

2018年12月21日 星期五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郭承斌 视觉 胡颖 耿士明 责校 王志洪

一、“聪明”的发动机，高效先行
为什么说2.0T Ecotec可变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是高效的发动机？它具有众多创新科技，
其中的Tripower可变气门管理技术，就是通过
不同轮廓的凸轮来控制气门的升程，从而让发
动机在低速工况下更具经济性，高转速工况下
依旧能火力全开。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正常呼吸的时候，只
靠鼻子就可以吸入足够的氧气，做一些简单运
动的时候，需要用鼻子嘴巴一起呼吸，而做剧烈
运动的时候，就需要张大嘴巴才能吸入足够的
氧气。Tripower可变气门管理技术和VTEC
技术的工作原理基本就是这样。Tripower可
变气门管理技术采用三段式滑动凸轮轴，中间
两个气缸有无升程凸轮，这也就意味着Trip-
ower可变气门管理技术可以让发动机中间的
两个气缸停止工作，发动机可以在四缸机变成
双缸机中切换。Ecotec发动机可以按照实际
需要，为凯迪拉克XT4提供三种不同的工作模
式，分别是四缸高性能模式、四缸经济模式，以
及两缸超经济模式。四缸高性能模式，就像做
剧烈运动的人，张大嘴巴和鼻腔一起呼吸，保证
最大的氧气供给，从而保证最强的动力输出。

二、先进的涡轮增压，为平顺护航
大多数车主诟病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平顺

性，由所谓的“涡轮迟滞”引起，是大多数涡轮增
压车型都无法避免的通病。很多涡轮增压发动
机让驾驶者感觉动力不平顺的一大原因，就是
因为涡轮增压器的响应速度不够迅速，从而造
成发动机的进气压力不能及时应对节气门开度
的变化。这就好比家里的饮水机，当水桶里的
水装满的时候，压力较大，所以我们接水会很

快；而当水桶里的水快用完的时候，压力较小，
我们接水就会很慢。

而凯迪拉克的八代Ecotec发动机采用双
涡道电动放气阀涡轮增压器，增加了一个高精
度的电动放气阀，可以在全工况下精准地控制
发动机排气通路的气体压力，从而更加主动地
控制进气涡轮的转速，相当于让家中的饮水机
时刻保持在同一水位，动力输出自然就更加平
顺。

三、降低排放，更要达到真正的环保
“涡轮增压发动机是否真的更加省油”，这

则话题曾是汽车界讨论的重点。如今这则话题
也有了结论，涡轮增压发动机只有在涡轮稳定
工作的工况条件下，才会比自然吸气发动机更
省油，在某些不良工况下，涡轮发动机会更加费
油，而且会排放出更多燃烧不充分的颗粒物，这
些颗粒物对空气的污染，要比一氧化碳等有害
气体更加严重。

凯迪拉克Ecotec发动机为了降低排放，做
到真正的环保，采用了更多的先进技术，如
35MPa燃油直喷系统。目前来看，缸内直喷技
术是在降低油耗、减少排放方面非常有效的技
术，而鉴别这个技术好坏，最直观的条件就是燃
油喷射压力。普通的缸内直喷技术燃油喷射压
力在 20Mpa 左右，而凯迪拉克却做到了
35Mpa。

搭载了这样“聪明”的发动机，其效果自然
可以预见。凯迪拉克XT4的百公里综合油耗
低至7.2L，并能够提前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
与现在施行的排放标准相比，Ecotec发动机的
温室气体排放降低了50%，颗粒物排放也降低
了30%。对于“史上最严”的国六排放标准，凯
迪拉克已经走在了前面。

从拼智力到拼动力

凯迪拉克要做聪明的发动机
为了满足世界各国越来越严苛的

排放要求，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逐
渐成为各大车企的主要研发方向。虽
然涡轮增压发动机在减少排量的同时
保证了发动机强劲的动力输出，但它
也存在不少缺点。所以，研发一台“聪
明”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就成了很多车
企的第一目标，凯迪拉克XT4所搭载
的2.0T Ecotec可变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就是具备这样的特点。

本报讯 （记者 林祺）成都、西安、长沙、
杭州、重庆，历时近两个月，在76位评委、35
位培训讲师和 22 名观察员的共同参与下，
2018“马云乡村教育人才计划”终评于近日落
下帷幕。

此次终评从被提名的180名乡村教师、40
名乡村校长和220名今年毕业的师范生中，选
出了100名马云乡村教师奖获得者、20名马云
乡村校长计划的入选者和100名马云乡村师范
生计划获得者。其中，重庆有两名老师获得马
云乡村教师奖。而重庆晨报是该计划在重庆地
区唯一合作媒体。

明年1月13日，马云将在三亚为获奖教师
和校长举行颁奖典礼，并于当天揭晓获奖名
单。100名获奖教师每人将获得共计10万元

现金资助和专业能力提升培训，20位获奖校长
每人将获得总计50万元的支持。这也是马云
宣布传承计划后，首次在三亚为获奖的乡村教
师和校长举办颁奖典礼。

提名者需经历三个环节考验
马云乡村教育人才计划包括马云乡村教师

奖、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和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今年自3月20日起，该计划开始面向全国832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级扶贫县及浙江省
相对贫困县的一线乡村教师、校长和签约服务于
规定地区义务教育乡村学校的、全日制普通高校
师范类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开始接受申报。

共收到有效申报材料3853份，其中马云乡
村教师计划1892份，马云乡村校长计划221

份，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1740份。
据了解，马云乡村教育人才计划终评从

2018年10月15日开始，直至12月7日结束。
终评期间，每位提名者均需经历三个环节的考
验，即自我展示、评委提问和组员提问。具体是
提名者先阐述个人从教经历，接受评委和其他
提名者的提问。评委们根据马云乡村教育人才
计划提供的《评审标准》对提名者进行打分，其
他组员和观察员通过观察，再进行补充打分，完
善对提名者的综合评价。之后，各项目工作人
员再对待定人员进行走访，加之综合合议得出
最终获奖者名单。

首次采用培训+评选的方式
据了解，本届马云乡村教育人才计划终

评首次采用了培训与评选相结合的方式：前
三天培训，最后一天终评。专业培训也不再
局限于获奖者，扩大范围，让所有获得提名
的教师、校长和师范生均有机会获得专业的
提升。

培训中，有35位专业讲师共计进行了66
次授课。教师培训课程包含“儿童青少年情绪
管理与沟通技巧”、“参与式学习”、“教师身份
定位及班级管理技巧”等内容。提名校长的培
训课程则包括“领导力与情商”和“教育历程分
享”等。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提名者是刚刚进入乡
村学校的新手老师，针对他们培训设置了包括

“个人职业规划与发展沟通”、“结构性思维”、
“职业化塑造”等一系列课程。

2018马云乡村教育人才计划终评落幕

重庆两名老师获得马云乡村教师奖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记者从感动重
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办公室获悉，2018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已经启动。20名
入围候选人正式出炉，市民可以通过3种方式
参与投票，为感动人物加油鼓劲。

本次社会公示投票采取微信投票、手机客

户端投票、有线电视机顶盒投票3种方式，公示
投票截止时间均为12月23日18：00。同时，市
民还可以通过“现场活动点赞”和“抖音点赞转
发”两种方式为感动人物点赞。此外，投票首次
引入图像识别技术、“城市微光点亮重庆城”模
式、线上“感动大地图”这些大数据方式呈现。

本报讯 （记者 石亨）记者从中国科
学院大学重庆医院暨重庆市人民医院获悉，
重庆市人民医院将于2019年搬迁至两江新
区新院，搬迁至新院区后，将正式启动实施

“主诊医师负责制”。
2019年，重庆市人民医院两江新院建成

投用后，位于渝中区的中山院区和三院院区将
只留下小部分医疗资源，两个院区总共会留下
500张病床位，原有的门诊、科室保留。

重庆市人民医院两江新区新院位于两江

新区照母山北麓，2015年正式动工，总占地面
积141亩。医院一期工程设置床位1000张，
总规划床位1480张。搬迁至两江新区新院
后，重庆市人民医院将正式启动实施“主诊医
师负责制”。该院院长杨庆军介绍，“主诊医
师负责制”核心是由一位副主任医师（含）以
上的主诊医师率领若干名主治医师和住院医
师组成的医疗小组全权负责对病人入院后的
全过程诊疗工作，包括门诊、住院、诊疗操作
（含手术）及出院后随访等。

市民手动点赞 感动人物候选人现场致谢

本报讯 （记者 罗薛梅）昨日，在渝中区
嘉陵西村社区、大渡口区天安数码城的广场、南
岸区龙门浩职业学校，市民、学生拿起手机，现
场为20名入围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的
候选人手动点赞。

昨日上午，渝中区嘉陵西村社区举办“感动
重庆十大人物”评选投票推介暨“高户籍”面对
面与群众话平安现场活动，组织社区居民为高
万禄等20名入围2018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候选人投票、点赞。

活动现场，候选人高万禄向群众通报了嘉
陵西村社区2018年四季度警情。渝中区公安

分局相关负责人称嘉陵西村社区连续4年各类
案件发案率为零，治安秩序持续向好。

昨天早上8点过，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的工
作人员就将20位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候选人的事
迹展板置放在天安数码城的广场。记者在现场
看到，一些市民一手拿着早餐，一手用手机扫描，
关注后手动点赞候选人。就在市民们热情点赞
之时，候选人之一的唐帅来到了现场，他不停地
感谢前来支持感动重庆十大人物候选人的市民。

市人民医院明年搬迁至两江新区
将启动实施“主诊医师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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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三种方式可继续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