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怎样终结赖床？
初一学生发明震动闹钟床

吃串串数签签怎样更精准、懒人赖床只有闹钟还
不够……这些生活中的问题都有了解决办法。近日，
在重庆两江中学举行的第三届重庆市青少年科学素养
大赛决赛上，来自全市的科技小达人们展示了他们的
创意设计。 重庆晚报记者 王乙竹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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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下载慢新闻APP

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吃串串发明出数签签神器

记者在决赛现场看到，这些小发明本
身并不需要高精尖的技术含量，创作灵感
也都来自于同学们日常中对生活的观察。
例如，南岸区天台岗小学五年级的肖文俊
从重庆人都非常熟悉的生活情景出发，发
明了串串香智能数签签神器。原来，这是
他和爸爸一起吃串串时产生的想法。

“我和爸爸吃串串时，发现很多店家现
在都用称重来算金额，有时候不太准确，还
容易涉及诚信问题。”肖文俊想到利用红外
线传感器设计了这一作品，把签签放进左边
的签桶里，通过传感器，右边的屏幕显示器
就会自动计数。“这样一来，数字更准确，还
为店家避免了人工成本和诚信问题了。”

震动闹钟床让你不再赖床

安梓瑞是鲁能巴蜀中学的初一学生，
他发明的赖床终结者，通过在床上安装闹
钟和振动器，来完成叫醒服务。当闹钟响
起时，床底的振动器也会同时产生震动。

为什么想到设计这样一个作品？安梓

瑞说，在生活中很多人因为赖床而耽误了
很重要的事情。为了让更多人不再因赖床
耽误工作学习，他想到设计这样一个作
品。“我的床又叫震动闹钟床。在晚上设定
好时间，到点后床内的震动器开始震动，直
到你使用手机关闭时震动才会停止。”安梓
瑞介绍，床腿使用了拉簧材质，竖直方向受
力不会产生形变，所以人躺上去床不会晃

动，而且震动时会增强震动器水平方向的
震动，因此不会对楼下造成影响。有意思
的是，安梓瑞还为这款床设计了兼顾防火、
智能省电灯控、使用手机启动震动按摩的
效果。

720名选手在决赛中各显神通

据悉，本届大赛由重庆市科学技术协
会、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教育委员
会等联合主办，重庆市科技辅导员协会、课
堂内外少年科学院承办。共有32个区县，
360余所学校40000余名学生参与大赛，
经过初赛、复赛的选拔，最终有720名选手
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决赛以现场答辩
形式开展，围绕“人工智能 制造未来”这
一主题，选手自主选择科学调研报告、科学
论文、科技作品任一比赛方向，进行自我陈
述并接受评委的提问。在比赛过程中，大
赛还向参赛师生开放了《人工智能100问》
《智造未来STEAM课程》等人工智能教育
资源。根据现场答辩结果，大赛评出一、
二、三等奖的同时，还表彰了一批优秀组织
工作者和优秀指导教师，对推动人工智能
知识普及、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和人工智能
人才培养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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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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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川遗失恒大照母山翡翠华庭10-1206号房购
房票据 2张:收据号:hdht00422561，首期金额:
38106;收据号:hdhtg0002782，维修基金金额
6600;包括预告登记费80;契税18754.17;抵押登记
费80;权证印花税5;按揭印花税21.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瑞祥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1052105894）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明：合川区马球吉尔服装店遗失
2017年3月13日核发个体工商户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500382607649125 ，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金冠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开具给重庆金冠
投资有限公司（税号：91500107554056540X)的机动车销
售 统 一 发 票 ：发 票 代 码 150001622060 发 票 号 码
00601225金额382000元、发票代码150001622060发票号
码00601226金额382000元，共计2份发票，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重庆庭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以下证件:薛川 ，
注册证书编号 00829829印章编号 渝243121333999；
黄嵩 ，注册证书编号 00829824印章编号 渝243121334323；
邓继乐，注册证书编号 00829822印章编号 渝243121334301；
李纲 ，注册证书编号 00829825印章编号 渝243121333996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重庆凯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失以下证件:
侯俊丽，注册印章编号：渝231131339832；蒋茗芯，预
算员证书（身份证号50038219950824551X）；丁梁康 ，
预算员证书（身份证号 330501199602111316）；熊祝玲，
预算员证书（身份证号50011219960218664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凯马物流运输有限公司营运证渝D84207作废。慧鸿公司渝D16918营运证500222071549渝B7A527营运证
500222058863渝B9A733营运证500222058866遗失。富进物流公司渝BS8868营运证500110065541遗失。富庆公司
渝DL1539营运证500110049580遗失。盈顺公司渝BZ0776营运证500110058209遗失作废。旺友公司万盛分公司渝
AJ529挂 500110067727 遗失作废。经叁公司渝BG9218营运证遗失。贵仁公司渝BJ8289营运证注销。普驰公司渝
BX5361营运证500110061852遗失。元昊公司渝D75530营运证500115050434遗失作废。君睿达公司渝D68089营运
证 500110077888 遗失。尊威公司渝 BU0869 营运证 500110024029 遗失。威达潼南分公司渝 CE0917 营运证
500223003458遗失。普朗公司渝CE2139营运证500383014956遗失。本三公司渝A282Y2营运证500110028867遗
失作废。重庆创源物流有限公司渝 B2891 挂营运证 500110037029 遗失作废。强顺公司渝 BY3376 营运证
500222045362 遗失。豪帅公司渝 BR2379 营运证 500110019704 遗失作废。天频 公 司 渝 B1A192 营 运 证
500110065986 遗失。惠驰公司渝DF6368 营运证副本 500110048190 遗失。久发万盛分公司渝 BS8793 营运证
500110025619 遗失作废。恒泰公司营运证渝 C0538 挂遗失。骏运物流公司渝 AH5517 营运证 500115046759
遗失作废。遗失北京众鸣在线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500103035804 声明作废。景
泰公司渝BG7866营运证500103027865遗失作废。重庆奔挥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渝B6286挂营运证500115032850
遗失作废。杨小兵 渝CE1585营运证遗失作废。万财物流公司渝C93135营运证500382021389渝C3959挂营运证
500382019078遗失作废。上顺物流公司渝D04533营运证50010603268渝D3126挂营运证500106032631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决定，拟将注销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500105MA5UNRG55Q的重庆兆禾
丰瑞商贸有限公司，请债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兆禾丰瑞商贸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2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名格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6MA5U33EM7G）股东大会研究决
定，拟将本公司注册资本从500万元整减至1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
相关债权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思力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355669889R)股东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人债
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相关事宜，特此公告。2018年5月22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凯全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9MA5U4N1712）股东决定，拟将
注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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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5月22日

双桥经开区双北中路西延伸段道路工程告事
由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双桥经开

区双北中路西延伸段道路工程已于2018年2月5日
竣工，已于2018年1月13日在项目所在地进行项目
施工的劳务班组及相关人员、材料供应商、机械设备
等实际实施人员清算支付公告，该项目对外债务已
清算支付完毕。

特此告示
施工单位：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工程部联系电话：023-67115927

2018 年 5 月 22日

寻人启事
邹 伟 ，男 ，身 份 证 号 ：

510214196107020818，于2006年9月
离家出走，至今未归，现因家中房屋（大
佛段正街157号）面临拆迁，望本人看见
此消息速归。联系电话13628332343。

儿子：邹涛
2018年5月22日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苏州海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本委受理罗成与你（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一案，案号为渝北
劳人仲案字〔2018〕第837号。因劳动报酬及解除劳动关系
的经济补偿争议一案，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
二十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及仲裁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文书，上述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为送达。现定于2018 年8月
15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三
号庭开庭(重庆市渝北区桂馥大道10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207室)审理本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审
理，并以此做出缺席裁决。

重庆市渝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遗失2015.12.25发重庆市亿芃商
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8MA5U478K9K、公章一
枚，编号5003834036729作废
个人独资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添榕服装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868514265）投资人决
定，本企业拟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
权。联系电话:18875340158，联系人：许光辉

解散公告
根据重庆市涪陵区中润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本专业合作社”）2018年5月21日全体成员决定，本专
业合作社决定解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四十三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专业合作社申报债权，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
担保事宜。联系人：任家伟。 联系电话：13983102542。
重庆市涪陵区中润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年5月22日

寻人启事
江仁贵，男，81岁，
于5月 20日上午9
点左右，在北碚区
水土镇和欣家园走
失。上衣浅色衬

衫，黑色裤子和皮鞋，左手带一块
手表，右腿裤内有导尿袋。患有老
年痴呆，请知情者速与我联系，并
表示感谢
联系电话：江文13996422256

江梅17726600497

●重庆治灿科技发展中心遗失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铜梁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7925401，
账号:0168014210004988声明作废。●重庆尚涵文化传播中心遗失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铜梁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67924701，
账号:01680142100049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新睿轩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5U3Q7EX3）股东决定，拟将注
销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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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务清偿手
续。特此公告 2018年5月22日

遗失茂汀兰运输公司渝A70890营运证声明作废
重庆久福物流有限公司渝D11695营运证500110049541遗失作废
遗失瞿英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580020160900861作废
遗失刘红梅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800020160466201作废
遗失陈珍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5292647作废

遗失贵州金兰置业有限公司2018-5-6开
给蒋兴维在金兰凤凰国际-洋房二组
团.55-1-2-5贵州金兰置业有限公司销售
专业收据（专0000333金额150000元）收据
号0000334金额150000元作废声明

减资公告：重庆市武隆区天泰生态观光农业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2MA5YPTC098)
经股东决定注册资金由1000万元减至5万元，根
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宝山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25MA5U4BT93W）成员
大会决定，本社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之内，请债权人到
本社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卓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8MA5U7KRAXB）股东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欢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8MA5U6B989A）股东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亮发矿山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MA5UNN8N0U）
股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永旺委托寄卖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27000038753）股东会研究决定本
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云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227MA5YTJ5U43）股东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金元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105000001967）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16.11.16发重庆市永川区
东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8778461254R、公章一枚
编号5003834030207作废
注销公告：经云阳县清芳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5595162091C）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壹商亿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MA5U7RTL12经股东
会研究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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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淦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遗失2017年05月02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 副 本 ，统 一 信 用 代 码 ：
91500225MA5UJRRF5B，声明作废

● 遗失徐霜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书，编码：
199850210510227730805688，执业助理医师执业
证书，编码：19985021051022773080568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荣昌区泓昇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公
章（编号：5002263032554）一枚，声明作废●杨志遗失四川省嘉陵监狱人民警察证及警号
为：5146575胸牌三铁两软声明作废●遗失江北区国阳餐馆2014年5月27日核发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渝江华新街所注
册号：500105601670758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夏正海门窗加工经营部2004年3月23日
核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6600085989声明作废。●遗失李志英营业执照副本500224608092562作废●遗失甘伟道路货物运输资格证5001130020106007457作废●遗失2016.1.28发陈宁营业执照副本500230607111965作废●遗失北碚区李姐食品店食品流通许可
证正本SP5001091550055115作废

●遗失2017.2.14发刘玉凤执照副本500104609397714作废●遗失2017.1.5发大足区深山水果店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5MA5UAE3N3Y作废●遗失2017.5.26发重庆珍爱农产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MA5ULR6H9L作废●遗失铜梁县蓝猫淘气鞋子销售部营业
执照正本500224200007997作废●遗失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车村杉树湾骆宗兴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CQ091403070013作废●遗失2014.10.17发北碚区歇马镇欲望都市成人保
健用品店营业执照副本500109600138594作废● 遗失铜梁区陶妹妹餐馆通用机打卷式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号码14817459、14817467、14817483作废●遗失重庆市潼南区华祥农机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公章（5002237017849）作废●遗失陆铖《出生医学证明》，编号B500106695，声明作废●遗失张邦兰税务局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51232319720418134701，声明作废●重庆仁合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
章一枚（编号5001038017477）声明作废●代燕遗失重庆邮电学院电子系声像技术毕业证
书，编号106171200506000384，声明作废●重庆市北碚区玉皇液化气配送站遗失国税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500109756225920，声明作废●遗失胡桂林营业执照正副本500381600622035作废● 舒泽生遗失2015年6月29日核发的个体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2600631279声明作废。●彭露遗失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工证渝A 032014026582作废●吴亨浩遗失建筑起重机械司机T 证渝A 042010006830作废●重庆市北碚区娃娃脸网吧税务登
记证正本500109800503042遗失●鲁志斌渝A 99033营运证500115003771遗失作废●申陈庆遗失 2016 年 05 月 06 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0000811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四川重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重庆第九分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4MA5U60WU5Q）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重庆科顺照明设备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证
遗失作废，号码:070337071，特此声明。●陈辉遗失中级会计师证件,证号11633345100697,声明作废●遗失中翔消防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2016年04
月26日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49119702作废●张建华遗失2017年03月10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00107MA5UDEYJ47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王渝、来明月之子王哲逸2015年4月30日在巴南
区妇儿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P500073560作废●丰都县乾妹小吃店遗失2017.03.27核发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30MA5UG1KE5J作废

●沙坪坝区新卓家具经营部遗失2017.07.12核发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6MA5UPNBG3Y作废●重庆邦正家具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
(编号5001137059612)，声明作废●遗失邓小玲残疾证510202196209014122作废●遗失重庆森烜投资顾问有限公司2008年3月10日核
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00103000031919声明作废●重庆诚外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2017.11.27日核发的 营业
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7KUFXY)声明作废●郑良华遗失建筑工程师证书，证号012501100562作废●重庆威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遗失渝B70T96
（蓝色）道路运输证500100030798作废●遗失2011年6月22日核发的重庆市黔江区旅黔通讯器材
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900200005936声明作废●遗失渝北区朱姐粮油经营部食品流通经营许
可证，编号SP5001121650150124，声明作废●遗失2017.9.8核发的个体户陈侯安（永川区陈侯安食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18MA5UTLL10E作废●遗失2017.3.17核发重庆市南川区清石湾建材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9MA5UF7W082作废●渝北区石船镇胆沟村胆沟驰骋农资便民店遗失：2009年10月20日核
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12600237002经营者田维全，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廷亨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35569374XM，声明作废● 遗失2011年7月22日核发的个体户刘学香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50024060003561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恩格家具营业部税务登记证，纳税人
识别号500102056462941，作废●遗失2016.8.9核发重庆市巴南区多多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U78C85Q作废●郭跃琼遗失 2014 年 11 月 17 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0371691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潘小进遗失 2014 年 11 月 27 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7600423705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遗失唐福玉渝B707J8运输证作废●遗失唐定东，袁金涛之子唐梓城2013年5月9号在巴南区
李家沱第七人民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M500199152作废●遗失2015.11.4 核发重庆美方眼镜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596725415J声明作废●重庆鑫融运输有限公司渝BV0580营运证遗失●遗失2009年10月9日核发的康维平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500113600114709，声明作废●遗失谭超土建施工员证，编号50171010200424声明作废●重庆大欣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税号91500115MA5YNKPG7X）
遗失金税盘，盘号44-661800709286，声明作废●重庆戈林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所属车辆渝
BP6596，因无法办理年审，现公告号牌作废。●重庆市江北区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开给姜峋岐的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号码：000066653，第四联遗失，声明作废。

●何桥生遗失渝D64560营运证号500381017928声明作废●遗失2018.5.21发重庆希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573423545U声明作废●李鹏税务登记证61213219770729125603正副本遗失作废●重庆市科思达电梯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002291000533)发
票专用章(编号91500229686202204M)声明作废。●重庆安仁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谢健土建质量员证，证书编号50171060620008，遗失作废●遗失黄春霞、丁小椿之子丁俊豪2012.5.2在重庆市九龙坡
区人民医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444119作废●遗失张定超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600302668作废●遗失重庆宫滕欣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001127122353），声明作废。●遗失2011年07月28日发重庆市恩升餐饮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500112200027542，声明作废。●遗失2016年12月07日发重庆晟彤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915001120628533240，声明作废。●遗失孙浩洋《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403616声明作废●符刚（身份证号：500382198512144258）于2018年5月10日遗
失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签发的常住人口登记表，声明作废●重庆运翔运输有限公司渝B1611挂营运证500105009084遗失

重庆晚报讯 （记者 陈英 通讯
员 曾理 新桥医院供图）男子因反复咳
嗽到医院去检查，没想到元凶竟然是20年
前吸入肺里的一只哨子，这个病例也让新
桥医院的医生震惊不已！

今年28岁、家住潼南的姚先生回忆
说，8岁那年有一次玩耍时将一只哨子含
在嘴里玩，说话时不小心将哨子吸了下去，
当时以为是将哨子吸进了肚子里，加上当
时没有不舒服症状，所以也没敢跟爸妈
讲。但那之后，他就算没有感冒也会咳嗽，
而且反复发作，姚先生辗转到多家医院诊
疗都认为是支气管扩张，基本都采用药物
治疗控制症状。

一周前，姚先生咳嗽症状再次发作，他
来到新桥医院就诊。新桥医院呼吸内科副
主任范晔教授通过听诊器探听肺部时发现

异常，结合姚先生20年来不明原因咳嗽症
状，再了解他有异物吸入的病史，建议做
CT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姚先生右下肺叶
基底有一个十分规则小圆圈，范晔教授怀
疑是姚先生20年前误吸入的异物。

在分析清楚病因后，昨日，医院为姚先
生进行了纤维支气管镜探查，发现姚先生
右下肺叶开口的地方有一个规则圆圈异
物，因为经历时间长，异物周边已长出肉芽
将其部分包裹。范晔教授在内镜辅助下小
心翼翼将包裹异物的肉芽剥离开，然后才
将异物取出。经过姚先生确认，这个长约

1.3厘米的异物就是20年前自己含在嘴里
玩耍的口哨。阔别20年与这个折磨他的
异物再相见，姚先生如释重负地说：“现在
感觉轻松多了！”

范晔教授介绍，像这只哨子这样留存
在肺部这么长时间，在医学界也十分少见，
如果当时误吸进入他气管位置不当，将主
要气管封堵，孩子当时就可能因呼吸不畅
活活给憋死。所以，专家提醒如果有异物
误吸，应尽快前往医院就诊，明确异物吸入
位置，根据情况及时处置，切勿因一时侥幸
酿成不良后果。

咳嗽20年医治无效啥滋味？
8岁玩耍误吞一只哨子溜进肺叶变元凶

教改后语文考试如何应对
专家建议强化实用类文本阅读

重庆晚报讯 （记者 王乙竹）去年9
月，全国小学和初中统一使用部编本语文教
材。教改后，面对语文阅读的深刻变革如何
应对？在近日举行的大帝教育“3+3全阅
读”课程发布会上，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
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魏小娜发表了主题演
讲，深度剖析语文教改方向，指引未来阅读
模式。

根据调研发现，家长普遍反映的语文学
习三大问题是：“我的孩子不爱阅读”“读了不
会写”“考试成绩差”。魏小娜表示，面对这些
问题，除了要大量阅读积累词汇量外，还要会
读，这里不仅仅是泛泛而读，还要精读、细读，
学会高层次的读，理解文章含义。魏小娜表
示，大语文时代，关键在于培养阅读能力，阅
读力体现学习力，阅读能力好的人，学习能力
也会更强。“阅读能力不好，还影响数学的学
习，尤其到了三年级，阅读能力和数学学习之
间的关系就凸显出来，阅读能力欠缺的同学，
连数学题目都读不懂。”比如孩子对题目中的
特殊词汇“一共”“平均”“最多”等关键词汇没
有感觉，面对复杂的信息无法识别、梳理。

“现在的阅读教学正在从过去的‘感性阅
读’慢慢转变为‘理性阅读’。”魏小娜介绍，在
过去的传统理解中，阅读主要是文学作品、经
典作品。而现在高考有了很明显趋势，就是
强化实用类文本。过去以为文学类文本是阅
读的主打，现在需要我们除了阅读文学作品
外，还要能读懂学术论文、社科论文，能看懂
说明书，并从大量的信息中快速的找到重点。

◀医生正
在为姚先
生进行纤
维支气管
镜探查取
异物

▲从姚先生肺内取出的哨子

▲安梓瑞设计作品赖床终结者

▲肖文俊设计的数签签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