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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校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昨日，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廖

元植，目前他仍在老家，通过网课自主学习。
廖元植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位阳光的大男孩，长
相帅气，不仅成绩优异，办事能力也非常强。

在许多人眼里，廖元植虽然学的是“文
科”专业——新闻，但在对时间的利用上，却
比许多理工科的学生更为严谨。

记者了解到，想要保持三年绩点第一绝
非是一件易事，而在这样光环的背后，是无数
个填满学习的细碎时间。廖元植充分利用所
有碎片化时间摄入知识：课前、睡觉前、等校
车、甚至是食堂点餐等待时间都不“放过”。

“我利用碎片化时间一般是针对学习而
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我的
学习时间。”廖元植告诉记者，当任务量不大
时，他就会按照碎片化时间长短来学习，比如
等校车、吃饭、课前的时间，会看一些新闻和
论文摘要等；比如一个下午、晚上两个小时就
会看专著，进行预习、复习总结。

当遇到学习任务较重的时间段，廖元
植便会制定一张专门的时间表，督促自己
学习。“同时，时间表相当于一个任务进度
的提醒，会让我及时发现有哪些地方还有
疏漏。”廖元植说道。

廖元植说，在上大学后，因为自己的事比
较多，时间比较挤，但是要学的知识很多，也
想多学一点。于是在“时间紧张和摄入知识
量的双重压力下”逐渐养成了尽量在碎片化

时间学习的方式。

学习安排精确到小时
大学繁忙的学习生活让廖元植学会了如

何去规划好自己的每一刻时间，这种自律的
习惯，即使是假期也一直保持。无论是暑假
还是寒假，他都会提前给自己列一张时间表，
把学习任务精确安排到每一小时做什么，

“今日事今日毕是我的原则，所以列的表格
我会严格执行。”

在寒暑假期间，廖元植总会对照下一学
期的课程表，然后到图书馆去将自己认为较
难的科目教材找到，带回家阅读学习。

廖元植还是一位非常热爱阅读的人，
阅读广泛，专业书、政治学、心理学、小说
等等。

“最喜欢的还是新闻传播学
和社会学相关的书，大体上
都和专业相关。”廖元
植告诉记者，他最喜欢
的新闻纪实是一位叫
做盖伊·特立斯的记者
报道，而 理 论 方 面 的
他则喜欢迈克尔·舒徳
森的作品。另外，《被仰
望的与被遗忘的》、《发
掘新闻》、《远的历史
近的情》等中外作者
的作品，都是他喜爱的
书籍。

辩论让他理解责任与期望
学习之余，廖元植最热衷的一件事——

辩论。他认为辩论可以让他更加懂得如何
思考，让他更懂得如何去表达，以及对自我
的认知。

“辩论是一个很自我的过程，以往我们更
多的是跟着社会主流观点走，辩论是以我的
经验和观点来解读世界。”廖元植说，他很享
受这种直接与社会对话的感觉。

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比赛是2018年在北
京举行的华语辩论世界杯比赛，辩题是“人不
轻狂枉少年/亦少年”。虽然他没能上场比赛，
只是一名替补队员，但却见证了整场比赛的艰
辛。“那时，发现辩论对于我，不仅是输赢，还有
一份责任和期望。”廖元植说道。

回渝不久，正巧赶上“全国大学生巡回
辩论赛”在重庆举行。“因为我们

之前的比赛成绩不理想，回校
后还有很多课程要考试……”
廖元植回想起那时，自己非常
的无助和彷徨。

廖元植为了证明重庆大学
这支队伍可以打好比赛，他就带
着比自己低一级的辩手们参加
了比赛，最终赢了。

“那次比赛，即便有一些
同学无法参赛，但也不断为
我们提供支持和帮助，所以
比赛打到后期我也经历了心

态上的转变——从无助到自信满满，感觉
我们这支队伍有很强的凝聚力。”廖元植
说，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感动。

辩论带给廖元植最多的是一种陪伴感和
归属感，“赢了比赛大家一起欢呼，输了彼此
安慰，这种感觉真的很好。”

不仅能力强，心态也需强大
不仅如此，大学四年廖元植还加入了学

生会和社团，大三担任了新闻学院学生会主
席和重大记者团的副团长。学业、社团活动、
辩论比赛……他不仅能力强，平和的心态也
很重要。

“把伤痛合理化”是廖元植前行路上一直
保持的心态，他告诉记者，大学生活不可能不
遇到一些挫折、困难，但不要有畏难情绪，要
将它当成生活中正常、合理的一部分，心态就
会放松很多，许多问题也能迎刃而解。

廖元植告诉记者，回望自己的大学生活，
总体上时间都过得比较紧凑。“我在大学不仅
是一名学生，还是一名学生干部和辩手。在
学校，每天都会有大小事宜需要自己去处
理。”面对这样的情况，廖元植告诉自己“伤痛
需要合理化”，现在做的事都是对自己、对别
人负责，不要有畏难情绪、也不要过分抱怨。

另外，在学校的教育下，廖元植也理解了
大学生不应该是退守在别人庇护下的群体。
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伤痛和挫折是难免，不
能停步不前。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迪西

他是辩论高手 他对待时间很“苛刻”
重大新闻学院的廖元植，连续三年获得国家奖学金，已保研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

临近毕业，重庆大
学2016级新闻学院的
廖元植，已保研北京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攻
读新闻与传播硕士。在
重庆大学本科学习中，
他不仅保持新闻学院总
绩点第一，还连续三年
获得国家奖学金，第九
届华语辩论世锦赛西南
赛区冠军，第一届世界
大学生巡回辩论赛西南
赛区冠军等荣誉。他虽
主攻新闻学，却有着比
一般理工科生对时间上
更严谨的管理态度。

廖元植在图书馆学习。辩论比赛中的廖元植（左二）。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曲鸿
瑞）19日16时许，家住高新区含谷镇的黄阿姨
带着自己16岁的女儿小冉到高新区公安分局
含谷派出所报案，称女儿在QQ上被人骗了
14000多元钱。

民警询问得知，3月16日，小冉在家里玩
QQ游戏，突然页面上弹出一个广告，说加入

“顾晨生日福利派送基地”这个QQ群，打款
100元可以返款1000元。小冉想还有这样的
好事，反正100元也不多，就加进去了想试一
试。

她加入这个QQ群后，按群主发的活动流
程图又添加了一个所谓“客服”的私人QQ号，
给这个QQ号扫二维码付款了100元。但是

“客服”却说要再转288元申请专属活动名额才
能返现1000元。小冉想，再付288元自己就能
得1000元，还是很划算的，于是按对方说的扫

二维码又支付了288元。
接下来，这个“客服”以小冉账户有问题为

由，诱导小冉将自己账户上的4000元转到了诈
骗账户上，小冉对此提出质疑，“客服”声称这笔
钱确实是转错了。

但由于小冉系未成年人，需要用家长的手
机来验证身份才能退还这4000元。于是小冉
拿来其母亲黄女士的手机，在“客服”一步一步
的诱导下，小冉用其母亲的手机在支付宝“借
呗”上借款 10000 元，且又一次被“客服”转
走。“客服”称身份验证已成功，这14000元和
1000元返现随后会到小冉的账户上，要小冉
耐心等待。

直到3月 19日小冉仍不见返款的踪影，
再联系对方时，发现对方已将自己从QQ好
友中删除，小冉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受骗
了。公安机关已对此案进行立案调查。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付
迪西）近日，渝中区交巡警支队在辖区开展酒
驾、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行动中，
查获了一起因酒后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经
查驾驶员李某酒精血检结果：268.7mg/
100ml，已经远远超过醉驾标准。

3月14日晚8点多，渝中区交巡警大坪大
队接警称，辖区虎歇路与河运路交接路口附近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小车撞上道路中央隔离
带。执勤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进行事故处置，事
发位置为双向四车道，从科园路往九坑子方向
行驶的一辆灰色小轿车，在撞毁防护立柱后骑
上中央隔离带，无法动弹。

民警走近驾驶室，一股酒气扑鼻而来，中年
驾驶员男子刚一下车，酒味越发浓烈。“喝了好
多，醉成这个样子？”面对民警依法询问，驾驶员
跟民警“东拉西扯”，拒不配合调查。

据观察，该车除驾驶员外，还有一名男子
躺在车内，同样醉得不省人事。紧接着，民警
将驾驶员带往医院进行酒精血液检测。

49岁的驾驶员李某是某公司的专职司
机，当日与公司老板等人在科园路附近一火
锅店聚餐，席间一上来他两口就喝了半斤白
酒。散席后，李某与老板两人均醉得不省人
事，不过他认为现在不会有警察查处酒驾，遂
执意开车送老板回家。不料，刚行驶不到两
公里就发生了交通事故，还好车速不算太快，
所幸没有人员受伤。第二天，酒醒后的李某
终于承认了自己涉嫌醉驾的违法行为，悔不
当初，称这下自己专职司机的工作也算走到
了尽头。

民警表示，李某将被处以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同时面临一到六
个月拘役等处罚。

以为天上掉馅饼 女孩被骗一万四 他两口喝了半斤白酒 开车“骑”上隔离带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渝中区康成文化用品经营部92500103MA5UHKD708金税盘遗失作废
中国海员工会长江重庆航道局委员会遗失工商

银行重庆龙湖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070
79405，账号3100086609025918608，声明作废

重庆柚子营销策划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0022508353147）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到家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渝南大道六分公司创
远十里缇香店收据一本起止号：42301-42320，声明作废。

遗失黄均违法责任金3000元，票号00056651声明作废

丰都县子秋电脑经营部遗失中国银行重庆丰都支
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4000951401声明作废

渝北区左永健康信息咨询服务部遗失2016年7月21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8203997，声明作废

经营者李会前遗失2019年2月2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92500103MA6098850W，声明作废

遗失陈渝重庆市驰程百旺汽车销售公司3000元保证金收据作废

甘红予.邓书军遗失重庆市璧山区恒大绿岛新城
E区2栋14-02室的契税收款收据1张，收据编
号：ldxcn0081121(金额：25.879.38元)，声明作废。

李维华遗失重庆中日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开具的
社保金收据，编号9069740，金额1660元，声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夔航科技有限公司（号码：

5002369822178）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兴源电力实业公司无弧低压电器厂遗失1993.03.29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0294119;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兴源物业管理公司建筑装饰分公司遗失2002.08.02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61900881;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兴源电力实业公司园林花卉经营部遗失1999.11.17核发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31902417;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兴源电力实业公司沙电商贸分公司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98506055;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重庆天下爱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壹枚，号码5001068138603；遗失
财务专用章，号码5001068138604；遗
失法人章（张孝伟），声明以上印章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九龙坡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
算组。请债权人自2020年3月24日起90日内向
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4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嘉宇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2MA5YR3QWX1）股东会研究决
定，将本公司原注册资本500万元现减资至10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登报之日起45日
内来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20年3月25日

遗失声明：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区分局渝
碚路派出所开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编
号：000125749、000125750、000125752
以上票据1-5联遗失。声明作废。

兹有红星美凯龙南坪商场设计生
活馆品牌喜梦宝法人张伟，质量保
证金金额40000元（大写肆万元）
单据一张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重庆市自驾旅游协会遗失华夏银行
重庆分行营业部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60050820202，账号：
112500000004409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市大足区地方志办公室遗
失渝财00101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2018）
NO：001423027第二、第三联，声明作废

收据遗失公告
邓雯桃购买中粮鸿云项目九龙坡区彩云大道
12号负1号负1-0275号商品房，于2018年4
月15日。交款为20000元，收据号0008211，
收据遗失，特此说明。邓雯桃2020年3月24日

吴微，钱小莲遗失重庆锦奥置业有
限公司开具的定金收据两张，票号
6006750，6006729，金额分别为：
20000元，74000元，声明作废 。

遗失重庆星辰广告有限公司2012年12月24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5059855281A，声明作废

遗失秦利《申请律师职业人员实习证》实习证号56791910
210233，法律职业资格证号：A20175001162194，特此声明

重庆金田铜业有限公司“珞璜工业园
高端铜基新材料项目”环评征求意见公示

1、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及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https://pan.baidu.
com/s/1ySJiqjP35dvOzrpDjPZbyw，提 取
码:vsqp。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建设单位“重庆金田铜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冯总13857860309）”均可查阅；3、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项目周边企业单位及群众；4、公众
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填写公众意见表提交
建设单位或致电建设单位、环评单位；5、公众
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为：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江北区回头客小吃店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证编号:JY25001050147422,声明作废。

重庆合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2006091820006），声明作废

重庆悦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编号：5001087121236），声明作废

遗失：刘柳，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42栋2103号房
购房收据:编号hhd2016347，金额23549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万州区马儿饺子馆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正副本，编号：JY2500101001116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根据中邮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054829762H）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按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中邮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4日

关于G65巴南主线收费站新增入口称重
检测系统封闭超宽车道施工的通告

为确保G65巴南主线收费站入口称重检测通
畅、有序，在其超宽车道新增一套入口称重检测系统。
施工时间：2020年3月28日至2020年4月15日
封闭G65巴南主线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经G65包茂
高速的超宽车辆请前往G75巴南主线收费站上道或
往海棠立交在百合收费站上道。施工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特此通告

重庆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南方营运分公司

启 事
牟小斌，510202195906124111，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天香丽苑B栋
5-11廉租户，于2019年4月1日死
亡，望家属看到启事后3个月内与南
坪镇人民政府联系61217034，认领个
人遗产，逾期将按法律规定处理。

南岸区南坪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24日

启 事
丁德同，510214194501222312，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天香丽苑A栋
12-14号廉租户，于2014年7月死
亡，望家属看到启事后3个月内与南
坪镇人民政府联系61217034，认领个
人遗产，逾期将按法律规定处理。

南岸区南坪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24日

启 事
王吉发，510214194906252333，

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天香丽苑A栋
11-14号廉租户，于2015年4月死
亡，望家属看到启事后3个月内与南
坪镇人民政府联系61217034，认领个
人遗产，逾期将按法律规定处理。

南岸区南坪镇人民政府
2020年3月24日

重庆市九龙坡区夕阳红火养老中心遗
失建行银行重庆杨家坪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30026036503)，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重庆新银商务信息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585727458P)经股
东大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9250万元减
少为725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定，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2020年3月25日

重庆金辉长江房地产有限公司不慎遗失
重庆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正本，证号：渝住
建委（2019）预字第（1846）号，声明作废。

兹证明重庆市垫江县华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声明：公
章编号为：5002310051008，营业执照编号：91500231711679
830B 7-5-1，资质证书编号：D350048016，安全生产许可
证：（渝）JZ安许证字{2017}009899-03，声明作废

兹证明我单位李育，男，身份证号：510283198301217333，
建造师证注册编号为：渝216121333067，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渝建安B（2018）0004465，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0030920、0003441其不慎将以上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兹证明我单位黄伟，男，身份证号：511623198709
116698，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渝建安C（2012）
0030192，其不慎将以上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兹证明重庆市垫江县华川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江支行营业部，账
号：50001273600050213442，其不慎将原件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浩源矿业有限公司公章（5002379810637）作废
遗失重庆云海公司渝BJ0789号货车营运证声明作废

遗失李坤良营业执照正本500381600035482声明作废

遗失2016年12月20日核发沙坪坝区搏强机械
厂营业执照正本92500106MA5U9F0A5H作废

遗失奉节县林儿山歌城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奉节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7000905801作废

遗 失 奉 节 县 田 美 实 业 有 限 公 司（代 码 编 号
91500236190033）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正、副本作废

遗失霍祥健500222199101012210李凤50038119961107
1523于2015.12.24生一女霍芊羽出生证P500324589作废

遗失重庆惜丹语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编号5002247065657一枚声明作废

重庆文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遗失金科房款专用收据：
f5400813；f5400814;遗失金科代收费收据：7099205作废

江北区黄江橱柜经营部遗失2015年4月23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560539609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儒安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公章编号5001035031197声明作废

刘亚，遗失恒大中央广场8号楼商业-吊212房
款收据，编号L0029940,金额309224元，声明作废

唐彪（身份证号码：511602199506254399）遗失二
级建造师印章，编号：渝215171756498（01）声明作废

邓家秀（身份证号510228195304120029）遗失执业
医师执业证书，编码110542600000319声明作废。

邓家秀遗失妇产科专业医师资格证书，编
码199850110510228530412002，声明作废。
重庆珈清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李家沱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6530069598901，账号：310002640920116
8826，编号：6530-012534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上海博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向重庆
巴南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收
据，收据号00001099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

张登科/王春燕（身份证号：500228198610265113/
513029198701155120)不慎将重庆甯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收据遗失，房号：珑锦学府-1分期-1号楼-
2-5-2，定金收据编号P1487-00000048，金额30000
元；楼款收据编号P1487-00000030，金额280000元；楼
款收据编号P1487-00000049，金额78476；契税收据编
号P1487-00000050，金额35187.41。特此声明。

遗失成都美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江北
分公司公章（编号5001051051295）声明作废

遗失成都美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重庆高新
分公司公章（编号5001172038879）声明作废

遗失成都美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渝北
分公司公章（编号5001122062301）声明作废

遗失成都美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渝中
分公司公章（编号5001035046817）声明作废

公 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机

关已受理王家龙的工伤认定申请。请你单位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内到本机关领取长寿
人社伤险举字〔2020〕28号工伤认定限期举
证通知书，逾期不领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联系人：田老师、刘老师
联系电话：（023）40251559
联系地址：重庆市长寿区桃花行政服务中心105室

重庆市长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遗失重庆潘帕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章壹枚(编号500108
7130064)、财务专用章壹枚(编号5001087130065)声明作废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忠伍:我院受理原告刘可与被告王忠伍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九时三十分在本院第十
七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遇节假日顺延)。逾
期将依法判决。特此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2020年3月24日

遗失声明:重庆巨成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不慎遗失采矿许
可证副本（证号：C50011320111271301218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考泰斯（重庆）塑料技术有限公司遗失重庆
市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确认书两份，编
号：渝规北碚核（2018）0018号（注：1：500
竣工比较图遗失）；渝规北碚核（2013）0031
号（注：1：500竣工实测地形图，1：500竣工
实测现状地形管线图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巧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一枚编号5001122043545；重
庆精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公章一枚
编号5001122103428，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完清公告
重庆铭扬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重

庆市嘉陵教育矫治所后勤大队改造工程
已竣工结算。凡与该工程项目有经济活
动的单位或个人限于2020年3月25日
至2020年4月10日（这个时间期限为
15日历天）前双方完清其债权债务，逾
期视为自动弃权，同时不再受理和承担
相应经济及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办公室023-63080126

吴老师13594371102
重庆铭扬建设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4日遗失程鑫保险执业证00001850010000102019000409作废
遗失卢芳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0780120180100043作废
遗失熊兴英保险执业证02000050011380020181100475作废

公 告
重庆两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会展城加油站工程已完工，如该项目还有未支

付完毕的民工工资、机械费、材料款等。请各位权利人在本报公告后三十日内与重庆两
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联系，以便完清相关手续。逾期未联系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联系人：李建华 电话：15123855536/023-86076755-815 邮编：401147
信函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星光大道海王星大厦B区4-1

重庆两江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0年3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