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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教育系列教材”，严仲连/总主编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胡红
梅/主编，定价：39.00元

《婴幼儿的教养》，王萍/主编，定价：48.00元
《早教机构运营管理》，孟庆玲/主编，定价：43.00元
《早教政策与教师伦理》，严仲连/主编，定价：33.00元
《婴幼儿亲子活动指导》，于冬青/主编，定价：36.00元
《婴幼儿动作发展与训练》，代娅丽、胡红梅/主编，
定价：45.00元

《早教机构环境创设》，曾莉/主编，定价：42.00元
《婴幼儿游戏与玩具》，金晓梅/主编，定价：42.00元
《婴幼儿膳食与营养》，苏云晶/主编，定价：39.00元
《婴幼儿行为观察与分析》，赵琳/主编，定价：43.00元
《婴幼儿语言发展、评估与活动指导》，徐莉、莫立
芸/主编，定价：42.00元

《婴幼儿心理与发展》，张雪萍/主编，估价：42.00元
《婴幼儿艺术启蒙》，陈荣/主编，估价：43.00元

好小说，首先要有好故事。
《盐战》就有好故事。好故事表现在：一是多头

并进，互相钳制，生死攸关，悬念丛生。多头:一是共
产党——有三条副线，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代表、川东
地下党、黎天胜；二是国民党，分为中统、军统，其中
中统又分为四川派和中组部派；三是以忠县牟宝权
县长为代表的武德励进会；四是忠县的民间组织天
虎帮；五是以赵信全为首的日军谍报人员；六是地方
乡绅。各方都围绕着盐，尔虞我诈，明争暗斗，文武
双战，精彩纷呈。

虽然线索多头，但交待清晰，逻辑严密。更精
彩的是，中统中有军统人员，军统中有中统卧底，两
线相交，怀疑、设套、大展手脚，让人眼花缭乱，应接
不暇。共产党中出现了叛徒，危险在即，船上锄奸
那段很精彩。共产党的川东地下组织，写得极为真
实，写出了共产党人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英勇精
神。也写出了某些基层组织求胜心切，斗争经验不
丰富,造成人员牺牲的不幸。

整部小说，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好小说，得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
《盐战》中，作者成功塑造了沉着机智的共产党

员黎天成。他在国民党中枢的中组部党员训练处
做秘书，受派遣到盐都忠县当国民党县党部秘书，
后任书记长。他的秘密使命，却是给八路军弄盐，
保证前线将士的食用和医用，责任十分重大。因
此，自他上任始，无时无处不在围堵交锋之中。凭
着他的智慧，先是斗垮了牟宝权为首的武德励进
会；然后斗赢了以赵信全为首的日谍团伙，毁灭了
他们占有和炸毁忠县盐场的阴谋；还斗胜了以韦定
坤为首的军统特务。掩护了川东地下党，暗杀了叛
徒，保护了我党在盐场的重大利益。黎天成是民族
英雄，把国家的利益放在崇高的地位。因此，面对
生死，面对情感纠缠，面对金钱，他都能泰然处之，
才能联络同志，利用盟友，完胜对手。

《盐战》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我认为是着
墨不多的国民党中组部大佬冯承泰。他的老谋深
算，他的处世精明，他的巧于伪装，无不恰到好处，
暴露出了国民党党棍的丑陋嘴脸。国民党的失败，
根本原因是失去民心。失去民心的原因，是国民党
的贪腐，而
冯承泰就是
贪 腐 的 典
型。冯承泰
的圆滑和强
势，实际上
是 处 处 谋
私，但面子
上却又冠冕
堂皇，将肮
脏包藏得十
分巧妙。

《盐战》对江湖儿女的塑造也极为成功。川江，在
民国时期，帮派林立，其成员形形色色，极为复杂。天
虎帮三位头目，分别跟随了军统、日谍、共产党，选择
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后各有结局。既是他们本性的
选择，更有对时代的认识。没有国家，什么江湖都不
成立，但是，二帮主郑天顺这样的江湖游客、寄生帮
派，心中永远想谋取私利，所以投靠了日谍，结果是被
当做帮凶而丧命，玩火自焚是必然结局。大帮主任东
虎依附军统，为虎作伥，虽然最后醒悟，但为时已晚，
结果也是被冤杀。其悲剧命运，自是无法逃脱。三帮
主任东燕，明晰大局，选择了亲近共产党，最后成为共
产党员，英勇牺牲，其形象光照人间。

好小说，要有地域特色。
忠县是长江边的水码头，因为产盐，成为抗战

时期中日两国的焦点之一。《盐战》写出了忠县的地
域风情，写出了忠县的人情世故，写出了忠县的水
陆生活。特别是祭祖神庙那段，描写生动，文笔精
彩。还有对袍哥的描写，也为之增色。袍哥，是民
国时期四川极为普遍的帮派组织。在国民党时代，
是本地的二政府，有些地方甚至比国民党的基层政
府还管用。虽然袍哥分为清水——不涉黑黄赌抢
骗，浑水——地道的黑社会，但由于生存的需要，袍
哥事实上已成为当时的社会毒瘤。《盐战》对袍哥动
作和暗语的描述，准确精当，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

《盐战》题材独特，故事生动，语言流畅，是一部
值得一读的好小说。

川江上的民族英魂
——读李浩白长篇小说《盐战》

■马卫

▲《盐战》 李浩白/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培养专业人才
助推“幼有所育”

■张燕妮

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话：“三岁看大，七岁看
老。”意思就是从孩子小时候的个性倾向、心理特
征，就能预测到他长大以后的样子。这和西方的心
理学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

1980年，英国的卡斯比教授同伦敦国王学院的
学者们进行了一项观察试验。他们以1000名3岁的
幼儿为观察对象，将他们分为充满自信型、良好适应
型、沉默寡言型、自我约束型和坐立不安型。到2003
年，当这些孩子都已26岁了，卡斯比教授再次对他们
进行了走访，发现充满自信型的幼儿成年后更为开
朗、坚强、果断；良好适应型当年就表现得自信、自制，
长大后依然如此；沉默寡言型的幼儿如今更倾向于隐
瞒自己的感情，不敢从事可能导致自己受伤的事情；
坐立不安型的幼儿长大后更容易苦恼和愤怒；自我约
束型的幼儿长大后基本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大量的科学实验已经证实，0-6岁是儿童身
体、情感、动作和认知能力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一
时期进行有效的早期教育，可以充分发挥幼儿的潜
能。我国全面三孩政策实施以来，新生人口增长率
有望提高，加上国家对早期教育的大力提倡，人民群
众教育意识普遍增强，社会上对科学育儿的需求急
剧增加，婴幼儿早期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婴幼儿的照护任务通
常在家庭中由祖辈承担。随着社会发展、家庭结构
变化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家庭在子女照护服
务方面拥有了更多选择。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颁
发了《关于发展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的指导意
见》，我国的早期教育专业和早教机构进入快速发
展时期。未来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将要求社区、企业
等更多地参与进来。

要提供高质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必然需要一支
高水平的婴幼儿早期教育师资。早期教育专业自设
置以来，每年都有新的学校开设这个专业，且呈逐年
上升趋势。这表明国家对早期教育专业越来越重视，
也凸显了社会对早期教育专业人才的需求。照此趋
势来看，开设早期教育课程，培养适应早期儿童教育
以及社区和家庭教育需要的，具有良好师德与科学人
文素质，能够从事婴幼儿保育和教育、家庭教育咨询
与指导等工作的高素质专业技能人才十分必要。

东北师范大学严仲连教授总主编、西南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早期教育系列教材”，基于目前大专院
校早期教育专业课程开设情况，贯穿早期教育行业
相关标准和早期教育教师的能力定位，着力提升早
教行业相关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这套教材吸纳了早期教育行业专家参与，编写
人员全方位关注近年来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理论
前沿和现实经验，引用了婴幼儿照护服务领域前沿
的理论研究成果，如婴幼儿游戏的双主体观，强调婴

幼儿照护服务中的家长参与等，还注重提高教材内
容与工作实际的契合度，充分体现了职业院校“校企
合作、工学结合”的特点等，教材编写突出托育服务
行业服务人员的工作适应性、任务驱动性和可操作
性，充分体现了“教学做合一”的职业教育理念。

这套教材由高职院校的优秀教师、一线企业工
作者、医药卫生行业的骨干人才共同打造，其宗旨是
传播科学的早期教育理念，为0-3岁婴幼儿师资的
培养培训和家长的科学育儿提供专业指导。教材总
结了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经验，依靠
企业技术骨干、专家学者参与培养目标的研讨、教学
计划的制定，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
学标准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实习实训，做到企业需
求与学校教学无缝衔接，与技术发展方向合拍。

这套教材结合我国早期教育的火热程度和现
实中的焦点——师资问题，根据婴幼儿身心发展特
点和照护服务的特殊性，编写者把社会的伦理要求
作为照护服务师资培养的核心，以体现社会对这一
问题的重视。同时，也兼顾了未来从业者可能遇到
的管理与经营问题。

在编写过程中，编写者尽可能吸纳与婴幼儿照
护服务相关的营养学、管理学、心理学、护理学、语
言学等领域的知识，并把儿童护理和儿童膳食营
养、亲子游戏放到非常重要的地位，使教材做到理
念新颖、内容充实。教材还融入教育领域关于教师
专业发展的新知识，尊重高职高专学生的学习特
点，坚持“学生的兴趣”原则，提供新颖的教学方
法。此外还设计了丰富的实训与实操练习，列举了
大量的早期教育活动案例，契合早期教育专业学生
的岗位需求，能够培养他们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精
神，从而提升他们的技能素养，提高岗位适应能力。

这套教材定位于高职高专院校教材，以通俗易
懂为目的。在编写中注重对基本问题的阐述，同时
使用大量案例和权威数据及分析工具，从而确保了
内容的通俗易懂、科学客观，指导性和实用性较
强。其实，对于婴幼儿家长来说，这也是一套值得
关注的学习读物，它可以多侧面、多层次地交会家
长怎样成为优秀的妈妈和“奶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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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经销商招标公告

华润怡宝永川地区现向社会公开招募璧山
区乡镇特约经销商，竭诚欢迎符合要求的公司参
加投标，投标事宜请联系华润招标指定人员。
联 系 人：叶先生 联系电话：13165223001
电子邮箱：yb.yxzx_xsgl@crbeverage.com
招标时间：2021年12月14日-2021年12月20日

重庆华新地维水泥有限公司马夫沱码头技改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示公告：根据国家生态环境
部部令第4号关于印发《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通知的规定，对重庆华新地维水泥有限公司马
夫沱码头技改项目进行第二次公示。一、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下载链接：链接：https://www.
huaxincem.com/view/4953.html。二、查阅纸质报
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还可以通过电话、邮箱等方
式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报告书。建设单位：重庆华新
地维水泥有限公司，联系方式：白女士 13983298499
baili@huaxincem.com。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
所了解，并通过公示了解社会公众对项目的态度和建
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四、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
链接：链接：http://www.mee.gov.cn/xxgk2018/
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
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
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
并提供常住地址。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1 年 12 月 9日~2021 年 12 月 22日（10个工作
日）。重庆华新地维水泥有限公司2021年12月9日

●遗失游明鑫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043177声明作废●遗失壁山区七塘镇亮仔餐馆2019年08月28日核发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227MA5Y3TJ460声明作废●遗失重庆润泽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24030143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巴南区行政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食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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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备件6批拍卖公告
受托我司于2021年12月23日10：00时在中拍平
台（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对闲置
备件6批进行分零拍卖，现存放于重庆市渝北区。
竞买人应在2021年12月22日17:00时前联系我
司办理竞买手续并缴纳保证金，逾期不予办理。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2日12：00时前在
标的存放地展示。详情咨询：张 18580117157

重庆中润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交房公告
尊敬的洺洺悦国际业主：洺悦国际项目将于2021
年12月18日开始进行集中交付，请业主携带
交房通知书及相关资料于2021年12月18日
至2021年12月22日到洺悦国际小区办理交
付手续，详询023-68510378。 特此公告！

重庆武地洺洺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1年 12月 24日上午 9时 00分，在中拍平台

(https://paimai.caa123.org.cn)，公开拍卖罚没资产一批。
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12月23日16时前向我公司指定账户交纳规定

数额的竞买保证金（以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并持有效证件与我公司人员联
系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不成功者，保证金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拍卖标的：
1、郑东新区龙湖外环路以东、龙翔八街以北20号楼1单元3层304

（恒大悦龙台）房屋一套
2、重庆市北部新区怡景路88号（上林·上景）18栋1单元2-1房屋一套和

重庆市北部新区怡景路88号（上林·上景）负一号1-006号停车位一个
展示时间：12月22日至23日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联 系 人：王经理 联系电话：15638883739

河南富瑞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6日

声明：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毅敏
建筑劳务公司遗失公章，财务
章，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陈建伟（身份证号 500225
198706273813）遗失重庆设记跳动科技
有限公司开具的铺位租赁定金收据，编
号4727765，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重庆市欣颖运输有限公司渝DF9621营运证50022401
8231遗失，银泽公司渝BS2013营运证遗失，重庆鑫
马物流有限公司渝D80928渝A93005营运证遗失，
融亿公司渝BQ5771营运证500110041611遗失作
废，重庆随缘物流有限公司渝 D00083 营运证
500115063852遗失作废，丰都县联华物流有限公司
渝D23462营运证500230009666遗失作废。
佳丰公司渝DX7651营运证500110127864遗失作废。重
庆富腾公司渝B8206挂营运证500110126717遗失作废。
澳成公司渝D76249营运证500110074052，渝D4798挂
营运证500110073985，渝D23608营运证500110073389，
渝 D19688 营运证 500110073775，渝 D11335 营运证
500110075514，渝 D76512 营 运 证 500110115088，渝
D4292挂营运证500110075783遗失作废。康丰公司渝
B2A681营运证 500110113627 遗失作废。优快公司渝
B7A805营运证500110095981遗失作废。重庆迪丰电器
有限公司道路运输许可证号500107603226遗失作废。

●重庆展恒商贸有限公司遗失公章（编号5001068
109749）财务章（编号5001068109748）声明作废

●方达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渝D33105营运证500402016
819遗失。鑫奔物流公司渝DA7109 营运证遗失。鸣通
万盛分公司渝BZ3870营运证500110060077遗失作废。●重庆文城运输有限公司渝DR7338营运证500101036132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