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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有时 教育无痕

春之生
在孩子心灵播下种子

春，万物初发，生机勃勃。在这个美好的季
节里，观音桥实验中学的学生们开展了一系列
的学雷锋活动。

他们严格遵守《中学生守则》的要求，从身
边的小事做起。学生通过手绘海报，国旗下讲
话，给母亲做暖心的事情，讲身边的爱心故事等
等，将雷锋精神内化于心。

“我最想讲的就是我身边的同学，他们不仅
感动了无数市民，也让我们知道做好事是一种
习惯，无论多小都是美德。”学生会副主席何婧
同学说。去年，学校学生李欣怡和孙子涵放学
途径观音桥中医院公交车站旁时，发现一个井
盖松动，有人跌倒。她们便在井盖上贴上注意
标语，并联系相关部门前来维修。她们一直在
井盖旁守候，提醒路人，直至晚上八点过，事情
处理得差不多了才返家。

这样身边的雷锋故事鼓舞了很多人。据了
解，观音桥中学每年都会精心设计学雷锋活
动。学校德育副校长刘燕说：“让雷锋精神永驻
校园，必须坚持一手抓教育、一手抓实践。不断
挖掘雷锋精神中所蕴含的符合当代青少年价值
取向，设计青少年乐于参与的实践新形势，让雷
锋精神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回答好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
题，观音桥实验中学他们结合核心素养以及“创
青春校园 育济世情怀”办学理念，将《指南》中
的德育五项主要内容即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
态文明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进行了“四季课
程”的开发和实施。

据了解，课程依循季节与时令，分为春课
程、夏课程、秋课程、冬课程。四大课程分别与
学校的校园节日、传统节日以及地方民风民俗
挂钩，鼓励学生全员参与，提供菜单式的实践体
验，在学生的心灵中播下种子。

夏之长
汲取营养让成长更出色

夏天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季节。去年盛
夏，观音桥实验中学“十四而立”青春仪式暨校
园开放日活动举行。初二年级全体同学在家长

的陪同下，轻轻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退队入团。
“我们立志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

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热爱祖国，服务人民……”
仪式上，初二年级的全体同学将胸前的红领巾
轻轻摘下叠好，放入口袋。随后，其中11名同学
戴上团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是一次严肃而庄重的教育，在今后的学
习和生活中，一定会团结勤奋，锐意进取，以实
际行动展示共青团员的先进性，将来更好地实
现自己的青春里香，报效祖国。”一位学生说。
校团委书记吕芝兰表示，希望借此活动让学生
们体会成长、学会感恩，同时，也让他们立下理
想，勇敢去追。

夏天是万物快速繁盛的季节，也是学生成
长、积累，拔节成长的重要阶段，学校从大德育、
全员德育需要出发，有效的提高德育的针对性、
实效性，为孩子开辟了“十四而立”青春仪式、学
生进社区、篮球比赛、社会实践等活动，为学生
搭建了一个从校内到校外的成长之路。

2019级学生吴宇对学校的国防教育实践活
动记忆犹新：“在教官的指导下，我们参加了叠
罗汉，真人CS等游戏，从中不仅懂得了团结协
作的重要性，还收获了坚毅、自信、乐观等品
质。”

这种应季应景，遵照学生成长规律开发的
一系列有针对性、实效性、系列化的德育活动，
有效地整合了科技、美育、体育、德育等育人资
源，让教育从课内走向课外，走向社会，让学生
享有更为充分的综合学习、实践探索、拓展研究

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学生人格的完善。

秋之实
收获中彰显生命价值

秋天是成熟、收获、充实的季节。观音桥中
学的孩子们的生活格外五彩斑斓、丰富多彩。
体育节上同学们矫健的身影，青春的活力，科技
节上同学们展示创意、比拼实力，不亦乐乎，他
们用实际行动让秋天看到了果实。

“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走向成熟的季
节，彰显自我价值的季节。”校长夏军说，除了常
态开展体育艺术活动外，学校更重要的是通过
诗谢恩师、看望失独空巢老人、爱心义卖这些充
满感恩、奉献、责任、担当等活动，促使学生成长
为一个大写的人。

借助九月教师节，孩子们充分凝练诗情才
艺，赋诗一首，歌颂诗情。2019级学生宋欣颖感
动于熊晗伶老师严爱相济的教育、无微不至的
关怀，她特意写了将老师比作《灯塔》，感谢老师
为他们成长领航。

孩子们一波又一波地拜访空巢失独老人，
代子女孝顺老人，替社会传递爱心。学生骆汶
杭说，每次出发前，他们都会购买鸡蛋、牛奶、水
果等营养品，精心准备才艺节目，在和老人攀谈
中，会格外注重方式方法，从老人最感兴趣的话
题入手，快速和老人亲近。不少人还留下联系
方式，在周末、节假日给老人送去慰问。

感恩、奉献、担当，这些词语已经内化于心，
外显于行。一次，学校一位学生不小心骨折受
伤，同学们得知她家庭贫困，组织了一场爱心义
卖活动。学生吕春燕说：“不少班级的同学都拿
着自己的物品到处拉客、售卖，更有甚者站在桌
上，拿着小蜜蜂叫卖。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最大
力量献上爱心，让同学能够早日康复，重回校园
与大家共同学习。”

观音桥中学用行动告诉学生，成长不是单
一地流连于课堂，而要“做中思”、“思中学”“学
中长”，学会关爱自然，和谐共生，一批又一批学
生在这片教育的沃土中收获着、快乐着、成长着
……

冬之韵
积蓄力量更好前行

冬天，是万物在默默汲取能量的季节。学
生的成长也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同时也是
一个内省、内生的过程。

每年的11、12月，观音桥中学的书香氛围
格外浓厚。

课堂上孩子们津津有味地读书，课下，孩子
们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谈论着漂书活动中看
过的书籍，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原
来学校不仅更新了20%的新书目，还在全校范
围内开展了漂书活动、朗读活动等。

学校负责人表示，“生命在于成长,成长则
源于内省，让好书与师生为友，让孩子们从小养
成自主阅读、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是一所好学校
的责任”。以漂书活动为例，活动不仅让孩子们
受益匪浅，也让他们体验到了读书的快乐，激发
了孩子们的读书兴趣。”

让孩子积蓄力量，更好前行，学校还开展经
典诵读、文化墙、观看爱国主义题材的影视作品
等形式，让学生真正做到“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自觉将个人的奋斗同民族与国家的
命运结合在一起。

观音桥中学独具新意的"四季课程"是源于
他们对学生成长规律与需求的研究和思考。整
个课程推行中整合着不同年级、不同时段的实
践活动，适时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调节学生
学习的节奏，满足不同层面学生的发展需求，为
孩子成长注入无限可能。

美国教育家斯金
纳曾有过一句名言：“如
果我们将学过的东西忘
得一干二净时，最后剩
下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本
质。”

这些剩下来的东
西究竟是什么？

“是学习过程中获
得的方法和独立思考的
能力等品质。”在观音桥
实验中学校长夏军看
来，质量是学校发展永
恒的主题，然而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绝对不是
单纯以“分数”来衡量。

学校紧抓教育发
展规律和学生成长规
律，提出创青春校园 育
济世情怀的办学理念，
凝练出春之生、夏之长、
秋之实、冬之韵四季课
程。如同深耕教育的农
夫，深耕细作、静待花
开，给受教育者提供充
分的合适条件，让受教
育者得到最适宜的成
长 ，拥 有 受 用 一 生 的
财富。

谭茭 万芮杉 图片由观音桥中学提供

重庆市观音桥中学以“四季课程”开启德育新境界

“十四而立”青春仪式

观音桥实验中学

■关注冬春火灾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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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廷 中
（中）带领社
区巡防队员、
网格员开展
消防安全检
查

陈智刚 庞遵萍
图片由綦江消防支队提供

地处綦江城区商业繁华地段的杨家
湾社区虽然地域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却
驻有 170 多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
7500多人，大部分居住在老式住宅楼
里。

这样一个社区的消防安全工作，责
任和压力可想而知。

自2014年1月担任杨家湾社区主任
以来，黄廷中利用社区社会治安防控网
络，积极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在社区
形成了全民参与、齐抓共管、共同监督、
共同维护、积极推进的消防安全工作局
面，守护了一方平安。杨家湾社区先后
荣获重庆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
体、重庆市减灾示范社区、全国综合减灾
示范社区等荣誉。

把消防安全牢记心头

因地处城市商业繁华地段，消防安
全，一直是杨家湾社区维护社会稳定、促
进经济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的头等大事。

作为社区主任，黄廷中立足本职岗位，
经常深入社区了解消防工作情况，坚持做
到布置工作不忘消防，分析形势必有消防，
检查工作不漏消防，总结讲评重视消防，真
正做到把消防牢记心头，摆上位置。

“这些消防安全的提醒做得好，既有
图示又有办法，我们可以现学现用。”拿
着一份消防宣传单，社区居民敖治明一
边仔细阅读一边点头。

在杨家湾社区，从社区干部到普通
居民，每个人都能对消防安全知识说上
一说。而这样的消防安全广泛普及，离
不开黄廷中的积极倡导和参与。

据介绍，杨家湾社区成立了一支由
居委会干部挂帅12名治安积极分子组
成的义务治安联防队和10人的治安信

息队伍，广泛开展消防宣传教育活动。
组织200人次坚持每周对辖区内街路
巷和楼院周边巡逻、每周不定期的对社
区内的消防安全进行检查、每季度进行
一次消防重点单位的消防监督检查，及
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形成了全民参
与、齐抓共管、共同监督、共同维护、积
极推进的消防安全工作局面。

常态化开展消防宣教

消防工作，宣传系于一半。
坚持以“预防为主，消防结合”的工

作方针，在黄廷中的带领下，杨家湾社区
重点管理，重点排查，加大宣传和整治力
度，充分抓住元旦、春节、六月安全月、

“十一”黄金周等节假日为宣传重点，进
一步提高全民的消防安全意识。采取广
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各种传播
媒体大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经常
性地开展消防宣传教育。

通过“消防安全进万家”等宣传教育
活动，社区居民落实了“一懂三会”，即懂
得居民住宅火灾的危险性和做好居民防
火工作的重要性，会报警、会扑救初起火

灾，会应急逃生。
同时，利用社区宣传栏等阵地，书写

标语，张贴消防警语标牌。通过经常开
展图片、火灾纪实、法律法规、安全知识
等的宣传，有力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消
防安全意识和消防法制意识。

此外，还在辖区小学校开展消防宣
传活动，增设消防安全课，发动广大小学
生开展社会化消防宣传活动，实现了社
会化大消防的宣传效应。

在抓消防工作中，黄廷中认真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结合社区
实际，把消防工作不断推向深入。在抓
好消防宣传教育的同时，经常开展定期
或不定期的消防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并限期整改。

比如在2017年的消防安全检查专
项整治中，重点检查了学校、幼儿园及重
点防火单位，通过整治消防隐患，不断增
添消防设施，完善了消防责任制，杜绝了
火灾事故。

社区安全就是最大回报

在消防安全上巨大的工作投入和精

神投入，换来了全社区良好的消防安全
工作环境，在黄廷中看来，这是辛勤工作
换来的最有价值的回报。

“作为一名消防志愿者，我将一如既
往重视消防安全工作，加大管理力度，完
善消防安全工作体制，广泛宣传消防安
全知识，使社区的消防安全隐患消灭在
萌芽之中，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为杨家
湾社区的消防安全工作做出更大的贡
献。”黄廷中说。

让消防安全走进千家万户
记綦江区最美消防志愿者黄廷中

为确保区域消防安全工作顺利开展，綦江
区突出四大重点，构筑起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火
灾防控体系。

一是突出立体防控，推动各级消防安全责
任进一步落实，推动政府领导责任进一步落实。
该区审议并出台了全区消防事业“十三五”规划；
将年度消防安全考核结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
评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内容；采用政府购买
公共服务方式，投入专项资金40余万元，完成全
区消防安全形势分析评估、火灾高危单位评估、
高层建筑消防设施检测工作。此外，与街镇、行
业部门、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等纷纷实现责任管
理，提升全域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二是突出综合施策，全区消防安全环境进
一步优化，全面排查整治隐患。深入开展冬春火
灾防控工作、电器火灾综合整治、高层建筑综合
治理等专项行动，对全区高风险场所进行拉网式
排查。督促康济中西医结合医院、点点购物超市
等5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落实专项资金70余万
元，完成隐患整改并销案；推动文龙、古南街道完
成78栋老旧建筑消防设施改造。

三是突出重点任务，全面加强消防基层基
础建设。将文龙、古南街道打造成消防安全网格
化管理示范街镇，并召开现场会推广，各街镇消
防安全网格化全部实现规范化管理。新建社区
微型消防站30个，消防安全平安社区64个，联
合区建委、渝綦水务集团等部门新建市政消火栓
304个，消防取水设施3处，建成率和完好率均达
到100％，消防基层基础更加完备。

四是突出全民消防，消防安全进一步深入
人心。发挥城乡消防宣传阵地作用，深入开展

“七进”活动，加强对老弱病残的消防安全“一帮一”帮扶
措施。协调区教委建成全区中小学师生消防安全体验
馆，组织开展了全区物业服务企业消防技能比赛、微型消
防站岗位练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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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消防开展消防产品专项检查

3月7日，綦江区公安消防支队消防监督执法人员深入
辖区在建施工工地、消防产品销售门店、社会单位开展消防
产品专项执法检查。

消防执法人员先后来到綦江区中医院、綦江区妇幼保
健院建设施工工地，綦江磐安消防器材销售部、大同医院，
对室内消火栓、干粉灭火器、消防水枪水带、疏散指示标志
等消防产品的检验报告生产日期、生产批次、生产厂家等是
否与现场产品保持一致，是否取得国家消防产品强制认证
以及消防产品形式认可，长度、重量是否符合强制认证标
准，是否生产销售国家命令淘汰、过期失效产品等进行了详
细检查。此次检查，共检查17个类别42个批次258件（套），
抽样待检17件套，现场检查未发现假冒伪劣等消防产品。

下一步的工作中，綦江区消防支队还将通过联合质监工
商开展消防产品联合执法，突击检查抽查等形式，深入开展消
防产品检查执法行动，守护好公共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相关链接》》

社区消防安全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