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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认为背就是增加负担。”1月
17日，我市部分教育专家就教育部公布
高中语文新课标一事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他们一致认为，这种改变意在评估
学生的学习能力基础上，加强对青少年
的传统文化教育。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
扩增至72篇（首）

据了解，日前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
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
（2017年版）》，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
便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让各学
科结合自身特点，丰富充实相关内容。

其中，语文课标最突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穿必修、选择性必修

和选修各个部分。一是内容更全。在“课
内外读物建议”部分，除保留原有《论语》
《孟子》《庄子》外，增加了《老子》《史记》等
文化经典著作，还要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
古诗文，覆盖先秦到清末各个时期。二是
分量更多。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中，
中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三是要求
更高。在全面加强的同时，还设置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进行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作品深入学习研讨；将原标准“诵
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背诵推荐篇
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14篇（首）增加到
72篇（首），提高了学习要求。

此外，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数
学等课标都增加了有关传统文化教育
内容。如美术课标增设“中国书画”等
内容，促进学生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增

强文化自信。

古诗词学习重在积累

“古诗文是每个孩子必须练就的
‘童子功’。”重庆一中语文教师周鹊虹认
为，听、说、读、写是语文的几大核心能力，
其中，读和写是基础，“读”就是要多读多
背经典古诗文，这样“写”才言之有物。

周鹊虹称，近年来高考语文全国卷
古诗文的占比也越来越高，一般包括有9
分的文言文选择题，10分古文翻译，还有
11分的古诗鉴赏，再加上5分的名篇名
句默写，一共是35分直接考古诗文。“就
是试图通过考试，引导广大学生多学习
中华传统文化。”

“应该从小就培养学生广泛阅读，特

别是大量阅读和背诵古诗文的习惯。”周
鹊虹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所以青少年要从深
度和广度上对古诗词有所积累，博众家
之长。古诗词的浸润绝非一朝一夕之
功，“我们会在晨间或午间让学生诵读经
典古诗文，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可采取
班级诵读、古诗词接龙等方法培养学生
学习兴趣。”

重庆外国语学校教务处主任、语文
高级教师童朝阳认为，在新课标出炉后，
学生们的学习方式要有所调整。“由于教
材容量和任务加大，中学生在学习语文
过程中，要从课堂延伸到课外，从线下延
伸到线上，学会借助网络学习。老师也
要改变单一的教学模式，可以尝试组织
学生讨论，辩论等。”

背不是增加负担 古诗文是“童子功”
——我市教育专家谈高中语文新课标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李珩）寒假马
上就到了，1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主城各大医院了解到，眼科门诊量逐
日攀升，其中，以青少年和学生居多。

“再过几天，放寒假后就会迎来
一波就诊高峰。”大坪医院眼科专科
医院院长叶剑说，按照以往的经验，
寒假期间，每天的门诊量都达上千
人次，往年的峰值最高记录曾达
1532人次。其中，学生占了七成左
右，大多是验光配镜和近视手术。

“寒假期间，我们一周要做300
余台近视手术。”叶剑说，调查数据

显示，10-18岁青少年是近视的重
灾区，且呈低龄化趋势，6岁近视发
病率 25%，9 岁占 50%，12 岁达
72%。其中，高度近视患病率达
6.69%-21.6%。

叶剑分析说，现在的青少年学
习压力大、过早过多地接触电子产
品、用眼过度，导致近视的孩子越来
越多。

面对即将来临的就诊高峰，叶
剑提醒市民可通过电话、微信、支付
宝等方式预约就诊，要注意错开周
一和周二上午的高峰期。

寒假即将来临 眼科门诊量日益攀升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月
17日，由市残联、市教委主办的“筑
梦善行·残健共融”2017讲好重庆
残疾人故事大型主题宣传——寻找
重庆最美特教人物、重庆残疾人事
业十大新闻人物活动圆满落幕。蒋
春芳、肖建国、晏成方等10人荣获

“2017 年度重庆十大最美特教人
物”，陈佐坤、樊登勇、傅强等10组残
疾人或助残志愿者荣获“2017年度
重庆十大残疾人事业新闻人物”。

据活动组委会介绍，去年10月
中旬，以“筑梦善行·残健共融”为主
题的讲好重庆残疾人故事大型主题
宣传活动启动，活动分设“寻找重庆
最美特教人物”“寻找重庆残疾人事
业十大新闻人物”两个篇章，通过报
纸、网络等平台报道全市残疾人朋

友的精彩故事，深入发掘重庆特教
教师故事，展示我市残疾人自强不
息、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让更多
人了解并参与残疾人事业，让关爱
的阳光照亮每一位特殊儿童的前行
之路。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是何
燕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何燕是重庆市
特殊教育中心德育主任，从教21
年，她在经费十分有限的情况下，
在2013年主导成立了学校“爱心
基金”，发动学校老师和学生捐款，
专项帮扶家庭困难的残疾学子。
得知自己荣获十大最美特教人物
称号后，何燕谦虚地说，特殊教育
的路还很长，帮助特殊儿童她永远
在路上。

2017年重庆十大最美特教人物出炉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
近日，重庆市“雷锋的士”志愿服
务队鑫隆达大嘉公司大队队员周
加全帮助一位迷路老人修车的故
事，在“雷锋的士”队伍里流传开
来。

那是1月6日凌晨5点左右，
周加全结束了营运，准备将车开
往交班地点。途经大渡口柏树堡
时，他看到一辆老年人代步车停
在一小区门口。“当时正在下雨，
见代步车旁的老人一脸焦急，我
停下来问个究竟。”

原来，老人前一天下午独自
到南坪更换代步车电瓶，回家时
却发现迷了路，不知不觉将车开
到了柏树堡。由于天雨路滑，车
辆侧翻在了马路边，他手机又没
电了，只好站在路边，打算等到天
亮再找人帮忙。

周加全和老人一起把车推
到安全地带，并查看了车辆出现
故障的原因，发现是两根导线被
烧断。他重新接上线路后，车就

可以发动了。天亮后，周加全将老
人护送到离家最近的加气站后才
离开。

“雷锋的士”队员雨中帮迷路老人修车

“雷锋的士”司机周加全。
（市“雷锋的士”志愿服务队供图）

快 读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林曦玺）日前，由时装艺术国际同盟主
办的“丝绸故事－2018时装艺术国际展”在北京举行。本次展览共有来自13个
国家的102位艺术家参加，是历届参展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重庆籍著名服
装设计师梁明玉被特邀参展。她的参展作品是17年前她为第21届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北京）闭幕式设计的“兰色西部”系列作品中的两套服装。

据了解，时装艺术国际同盟是由各国艺术家、服装设计师、高校服装专业学
者及相关单位等自愿结成的国际性非盈利社会性组织，其总部设在韩国。本次
展览是时装艺术国际展进入中国的10周年庆典展览，共邀请到来自中国、美国、
加拿大、法国、韩国等13个国家的102位艺术家参展，共展出作品116件，是历
届参展人数、参与国家、参展作品最多的一次展览。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以“丝绸故事”为主题，意在通过服装载体
这种艺术形式展现人文精神。其中，重庆籍著名服装设计师、西南大学纺织服
装学院教授梁明玉作为重庆代表，被特邀参与此次展览。

梁明玉是重庆市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曾担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
式服装总设计师，代表作有《南国魂》《非裳》《绝艳无色》等。此次梁明玉带来了
她2001年为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北京）闭幕式设计的《兰色西部》系列作
品中的两套服装。

1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梁明玉工作室看到，这两套服装均采用棉、麻材
料制作，其外形如中国传统的陶俑，圆融流畅，体现了“循环往复”的哲学观念以
及中国传统礼仪的气度和神韵。

重庆日报记者还注意到，在细节上，这两套服装局部采取了中国传统
刺绣的纹样，风格上则杂糅了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且整套服装全
部用手工一针一线制作而成。“正是因为《兰色西部》系列作品体现了中国
传统服饰的内在文化和特点，所以即使过去了十几年，它的生命力依然旺
盛。”梁明玉说，此次受邀参展的艺术家每人只能带1至 2套服装，组委会
指定了这两套。

据了解，本次展览还展示了德国、韩国、瑞典等多个国家的优秀设计师作
品。有的作品在工艺方面
进行大胆创新，如用毛线
编织制作出“盔甲”，工艺
非常繁复，体现了工匠精
神；有的作品则用服装这
种载体表达了对科技、环
保、文化潮流等领域的思
考。

“丝绸之路是一条跨
越欧亚的文化传播长河，
蕴含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明。”梁明玉表示，时装的
意义早已超越了服装所具
有的实用性，是民族文化
的彰显，所以此次展览展
示了由中外优秀设计师们
采用丝绸、棉麻等各种材
质和各种创新方式制作的
服装作品，用不同的视角，
解读不同国籍、不同文化
背景下，人们对世界的认
识和表达。“今后，希望能
将这样的展览也引入重
庆，增加重庆服装与国际
时尚交流对话的机会。”梁
明玉说。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 实习生 林
曦玺）1月17日，金瓦奖终评会暨入围作品
展在北仓图书馆举行。展览展出了金瓦奖
117件入围的室内设计作品，将持续展出两
周，免费对公众开放。30位多来自设计、建
筑、美术、文学、音乐、摄影等领域的评委现
场对作品进行了打分评选。

金瓦奖由设计财经杂志《WATCH旁观
者》发起，以“让公众看见设计”为主题，从
2015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对优秀的室内
设计作品进行评选。

此次金瓦奖于2017年初启动，共收到
来自上海、深圳、广州、苏州、香港、成都及重
庆等地的室内设计作品527件，最终117件
作品入围终评阶段并进行展出。其中，商业
空间类作品43件、住宅空间类作品50件、住
宅方案类作品24件。

《WATCH旁观者》杂志出品人朱柏霖
介绍，此次金瓦奖评委阵容较前几届更强大，
首次邀请了外地评委加入。评委们均是各领
域的杰出人士，如广州美院教授李正天、“两江
学者”张强、重庆市设计院院长徐千里、著名服
装设计师梁明玉等。评委会主席由著名历史

文化学者、城市规划建设专家何智亚担任。
朱柏霖介绍，此次金瓦奖住宅空间类入

围作品以简约风格为主，设计师大多摒弃了
浓墨重彩的装饰，回归内心需求，更多地体现
了家的感觉。商业空间类设计则在茶楼、儿
童游乐园等不同的空间功能设计基础上，融
入了更多建筑语言，体现了鲜明的特点。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其中一件商
业空间类设计作品融入了土家族吊脚楼元
素，同时在墙面上利用山岩形状的抽象拼
接，在地面上利用几何化的水纹样式，展现
出地域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

“设计对城市文化形象非常重要，是一
个城市的文化符号之一。比如西安，我们就
看到了设计在彰显城市形象方面的作用。
而室内设计则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居
家环境的改善对生活品质提升有重要作
用。”何智亚表示。

昨日，评委们根据“设计创新”“空间意
境”“功能布局”“设计美学”四个方面进行了
现场评分。此次金瓦奖各个类别均将评选
出金、银、铜奖，评选结果将在2月1日举办
的金瓦奖颁奖盛典上公布。

去北仓图书馆看117件优秀室内设计作品
金瓦奖终评会暨入围作品展举行

2017年度重庆市十大最美特教人物获得者。
记者 杨铌紫 摄

1月17日，金瓦奖终评会暨入围作品展在重庆北仓图书馆举行。图为评
委们正在评选作品。

记者 熊明 摄

梁明玉代表作《兰色西部》
亮相2018时装艺术国际展

▲梁明玉参加2018时装艺术国际展的《兰色西部》作品。

▲▼2018时装艺术国际展优秀作品。
（本栏图片均由重庆市服装设计师协会提供）

O型血库存紧缺 医务人员带头献血
➡1月17日，市血液中心联合市妇幼保健院举行2018年首次大型团体

献血活动，200余名医护人员带头献血。据悉，目前重庆市血液中心O型血
库存紧张，只有正常库存的一半，仅够5天用量。为此，市血液中心有关负
责人也呼吁更多社会团队及市民参与无偿献血。 （记者 李珩）

在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眼科门诊，青少年成为就诊主力军。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