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王方杰）南开系再
添新成员。昨日，南开两江中学迎接首
批初一年级新生，奇怪的是，这座现代化
的新学校采用了老课桌，这是为什么？

据了解，南开两江中学占地220亩，

总建筑面积约10.9万平方米，定位为现
代化、创新型、学术性民办中学。整个学
校建筑布局由一个“1”和一个“0”构成，

“1”主要是指竖排结构的学生生活区，
“0”主要是指圆形结构的教学区，据称取

“十分南开”之意。
南开两江校区在建筑风格上体现

出强烈的现代感与科技感，重庆日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学校既有配备无人机、
3D建模、人工智能等高精尖实验室的
科学馆，有多种珍禽异兽标本的生物
馆，亦有布置了沙画、陶艺体验室的艺
术馆，也有可进行文创设计、高端大气
的图书馆，还有风雨操场，网球、棒球等
专门运动场所，跑道设在圆形楼顶上更
是别具一格……

南开两江中学校长毛明山告诉记
者，尽管硬件设施一流，南开更看重拥
有一流的师资，培养一流的人才，更注
重南开丰厚的内涵在这里如何释放。
新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由重庆南开中学
输出，2018年首批执教教师中，正高级
教师占比9.5%，高级教师33.4%，市级
骨干教师19%，有海外留学背景的教师
14.3%。应该说，师资配备是非常“拿得
出手”的。

南开两江中学将继续秉承重庆南开
中学“公能”理念，实行小班化教学，在沿
袭重庆南开中学“公能”课程体系（此课
程体系已获得西南地区唯一的首届国家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的基础上，充
分汲取STEAM课程的精髓，致力于实
现“以特色课程体系引领、以多彩文化育
人”的初衷。招生范围面向周边社区，全
市的优秀学生也可以报名咨询。

毛明山表示，学校严格按照标准做
了三次环评，但为了消除个别家长的担
忧，在课座椅选用上充分尊重家长的意
见，暂时用了老校区的“二手货”，从这一
细微处，也可以看出南开对“人”的关照。

▶8 月 29 日，南开两江
中学干净明亮的教学楼。

记者 万难 齐岚森 摄

南开系再添新成员
南开两江中学迎首批新生

▲8 月 29 日，具有强烈
现代感与科技感的南开两江
中学全景。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一句祝
福、一本书、一个礼包……9月2日，我
市各中小学开始报到，学生们惊喜地发
现，老师们给他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独
具匠心的开学礼物。

当日，玉带山小学一年级近600名新
生都收到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开学大
礼包”，学生们乐开了花。这份“大礼包”里
面有一本新生入学家长手册、一本绘本书
《犟龟》、一个可爱的小老虎公仔，以及一
本《一年级上册学科知识点手册》。

“我们班每个学生都收到了老师写

的祝福语，最让人惊喜的是，他把我们
的名字巧妙地写了进去，所以每张祝福
卡都是独一无二的。”昨日，宏帆八中初
一24班每位新生都到了一份特别的礼
物——班主任张翼给全班每个学生写
了一张祝福卡。

“永远不要为日日的琐碎迷失，永

远不要被一时的挫败击溃，始终铭记自
己所希冀的，始终梦想自己所盼望的。”
昨日，重庆南开中学高一新生收到了两
位学长的信，考上北大的高2018级 5
班周子焜和考上清华的高2018级1班
彭文余，给学弟学妹们分别写了一封情
真意切的信，以此激励他们奋发图强。

开学礼物丰富多彩
重庆中小学开始报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习
生 谭诗雨）开学季来临，但有部分收
到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却不愿意去
报到而是选择复读。9月2日，市教育
考试院发布相关信息提醒，选择复读一
定要谨慎，考生被专科院校录取，也有
其它途径可提升学历。此外，我市专科
补录将于9月23日开始填志愿。

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虽
然复读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成绩，
但高考是一项综合考试，不光考知识，
还考验心理素质和临考状态，并受一些
客观条件影响：比如当年的考生数量、

试题难度、计划总数、志愿填报等，因此
复读是压力与风险的“双重考验”。有
四类考生就不宜复读：比如复读目的不
明确、心理素质差、败因不清楚、抱有投
机心态的考生。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被专科院校录
取并不意味着学历到头，专科生有多种
途径升入本科甚至更高学历的院校学

习，如统招专升本、自考本科、成人高考
专升本等方式。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今年我市普通
高校招生专科补录时间为9月下旬，未
被录取的考生请于9月23日14时至9
月24日12时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门户网或重庆招考信息网，根据公布的
补录计划填报志愿。

四类考生不宜复读

我市专科补录9月23日开始填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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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玩、有得学 这个暑假不一般
沙坪坝区“家校社”合力开展“圆梦蒲公英”暑期活动

离校不离管
放假前送学生安全“大餐”

防溺水、饮食安全、交通安全、消防
安全……放暑假了，学生的安全总是最
让人揪心。如何让学生轻松、愉快、安全
地度过暑假？如何增加学生在暑假期间
的安全意识？

放假前夕，沙坪坝区全区中小学一
边积极部署“圆梦蒲公英”暑期主题活动
的相关工作，一边通过校园网、微信群、
给家长的一封信等进行暑期安全的大力
宣传，为学生送上暑假期间的健康安全

“大餐”
邀请专业人士进行假期安全教育尤

其重要。“暑假期间尤其要注意安全，不
能私自下河游泳，外出要向家长说清楚
和谁一起、去哪里、什么时间回来……”
放假前，重庆市第七十一中学请来了当
地小龙坎派出所的民警，为全校师生开
展了暑假安全的专题讲座。不仅是该
校，据悉，沙坪坝区全区不少中小学还邀
请学校法制副校长在放假前对学生及家
长开展教育讲座，加强假期安全教育，帮
助青少年提高安全意识、自我保护能力

和应急能力。
“放假前，我们要求学校提醒学生、

家长注意暑假期间的安全，同时提醒家
长要注意学生在假期不能‘放野’，家长
要适时管教，学习与玩耍放松要张弛有
度。”沙坪坝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说。在区
教委的统一安排下，区内各学校还通过
家长会、班级群指导学生家长结合实际
及孩子身心发展需要，有针对性选择活
动菜单，帮助学生度过一个快乐有意义
的暑假。

放学不放育
家校携手打造精彩暑假

“看到福利院的爷爷奶奶们跟我们
在一起那么高兴，我觉得我这个生日太
有意义了。”今年暑假，由树人小学的李
依宸等7位同学组成的“7T萤火虫爱心
志愿队”和家长一起，来到沙坪坝区社会
福利院，举行“10岁生日会”，与这里的爷
爷奶奶一起过生日。

“孩子们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10岁
生日，一起策划了这次活动。”家长陈婷
婷介绍，“他们拿出零花钱，买了蛋糕和
小礼物，带上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来和

福利院的老人一起过生日。”
家校携手，陪孩子们度过精彩暑

假。这次生日会也是家长和孩子对树人
小学“你好，暑假”假期实践活动的生动
体现。在沙坪坝区其他学校，家校携手
让学生的假期与众不同。如高滩岩小学
的马北辰同学在假期体验生活区电磁辐
射检测、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沙坪坝
小学一年级4名学生自组“红色小队”，在
家长的带领下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树
人思贤小学梁佑熙同学走进三峡抗战博
物馆了解历史等。截至8月9日，全区共
收到学生活动精选照片4000余张，开展
暑期主题活动上万次。

与此同时，暑假期间，沙坪坝区还在
全区中小学开展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时代新人”学生征文比赛，征集优秀征文
264篇。家校共同开展亲子阅读经典图
书，制作读书卡、完成读书小报等，在新
学期开展班级交流、校级评比。

放假不放教
合力以社会实践提升素养

“我的妈妈在我生病的时候一直照
顾我。”“妈妈会做各种好吃的东西给我

吃。”“妈妈教会了我很多本领”……一句
句简单朴实的话语表达了孩子们感恩父
母的心。暑假，沙坪坝区光荣坡社区开
展了“九童圆梦 寻找最美家书——写
给母亲的一封信”主题活动。“通过这样
的方式，让辖区内孩子学会感恩，学会孝
敬父母，尊重长辈，过一个有意义的暑
假。”该社区活动负责人说。

沙坪坝区积极利用社区资源，让学
生不出远门就能在丰富的活动中提升素
养。暑假期间，沙坪坝区各街道社区开
展各类青少年暑假活动70余项。如联芳
桥社区开展阅读党史国史书籍主题活
动，青木关镇开展“逐梦未来”暑期青少
年才艺展演活动及少儿讲座，都市花园
社区开展“垃圾分类，资源不浪费”主题
宣传等。

校社合力，让暑假放假不放教。除

了街道、社区，沙坪坝区教委还联合区各
部委局开展青少年暑期实践活动。如联
合区关工委组织学生参加全国“中华
魂”、“五好小公民”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夏
令营，并带队参加读书活动全国演讲总
决赛，获得了3个一等奖的优异成绩。

暑假期间的沙坪坝区手机台特别
“热闹”。沙坪坝区教委联合区新闻中
心，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开展了沙磁红
岩小记者“我的暑假见闻”主题采访活
动，全区180余名沙磁红岩小记者在暑假
期间，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方式积
极参与进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在暑假期间拓展视野，增长见识，
感受祖国和家乡的变化，也在活动中提
升综合素质。”沙坪坝区教委相关负责
人说。

怎 样 保 证 学
生在暑假期间的
安全？怎样让学
生度过一个快乐、
有 意 义 的 暑 假 ？
沙坪坝区积极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推动
落实《中小学德育
工作指南》，紧紧
围 绕“ 圆 梦 蒲 公
英”主题，以“家校
社”三方合力开展
暑期系列活动，真
正做到学生离校
不离管、放学不放
育、放假不放教，
让学生在暑假有
学、有乐，受到社
会各界、学生家长
的好评和赞赏。

周珣 余麗柃

9月2日上午，忠县白公街道松柏村
中星小学新宿舍楼内，办理完寄宿手续的
孩子们欢呼雀跃地参观着新寝室：“哇，有
空调，有高低床，还有床上用品……我们
再也不用两人挤一张小床了！”

中星小学，这所经常收不齐学费、发
不起教师工资、穷得叮当响的民办农村
寄宿制小学，究竟是怎样建起这栋四层
新宿舍楼的？这里面究竟有怎样的故
事？

善心校长：不把交不起
寄宿费的孩子拒之门外

中星小学校长韩志群是个返乡农
民。2003年，他用自家楼房办起这所民
办寄宿制乡村小学，主要接收附近山里
的留守儿童。看到很多孩子寒暑假无处
可去，从2012年起，他又办起了免学费
的假期班。

这所学校的生源家庭较为特殊，留
守儿童、单亲家庭、孤儿较多，交不起学
费、交不齐学费的人比比皆是。5年前，
孤儿王小林、王春燕兄妹被亲戚送来中
星小学后，就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
把韩志群当成了“父亲”。兄妹俩几年里
不仅没有交过一分钱寄宿费，就连后来
到县城上初中的学杂费都是韩志群替他
们交的。

2015年9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以
《一所没有寒暑假的乡村小学》为题，报
道了韩志群的感人办学故事。退居二线
的金夫人集团高管周林在看到该报道
后，备受感动，决定和重庆日报记者一同
前往中星小学赠送物资。

“既然大家不交学费，你为何要收他
们？”当时，周林向韩志群提出疑问。这
位憨厚的校长答道：“娃娃们太可怜，不
收啷个办？我不忍心！”

由此，十多年来，韩志群一直做着亏
本“生意”，对于交不齐生活费甚至一分
未交的学生，韩志群从来没有将其拒之
门外。

以今年上学期为例，学校招收了
244名小学生。其中，留守儿童、单亲家
庭、孤儿共 162 人。按照每人每学期
2000元（食宿等全包）寄宿费的标准，学

校应收54.8万元寄宿费，可除了教委拨
付的10.2万元书本费、营养午餐补助外，
只收到家长交来的26.24万元。

因此，韩志群时常要为缺钱发
愁。孩子们生活、生病要花钱，民办
学校请专业教师、专职生活老师、厨
师、保安等也要花钱，这些开支都要
从孩子们的寄宿费里支付。很多时
候，学生的寄宿费、政府拨付的公用
经费、爱心人士的捐款花完了，他连
老师的工资都付不起，食堂采购蔬菜
都要赊账。

“我们学校寄宿人数从几十人跃增
至两百多人，而学校的一百多个床位远
远不够，部分孩子只能两人共睡一张单
人床。”韩志群说，随着交不齐寄宿费的
孩子逐年增多，这个原本就倒贴经营的
学校越来越困难了，“我劝家长们换个城
里学校就读，可是都劝不走！”

“两个孩子睡在这样一张小床上，太
危险了！”看到孩子们午睡时挤住在单人
床的场景，周林拍起胸膛向韩志群表态，

“韩校长，你一个农民，有善心、敢担当！
放心，我要为你筹来善款，帮你建一栋宿
舍楼！”

爱心老人：用“脱口秀”
筹齐150万元建房款

“要建就要建一栋标准化的宿舍
楼！”周林请来专业人士测算，按照中星
小学的办学规模及土地条件，需要修建
一栋四层宿舍楼，建设成本至少需要
150万元。可是，到哪里去募集这样一

笔巨款呢？
周林计划用“脱口秀”的形式发动募捐。
他的首场“脱口秀”选在自己老

板——金夫人集团董事长周生俊的
办公室。不出所料，周林用朴实真挚
的演讲和震撼人心的照片感动了他，
周生俊当场就向中星小学捐款 10 万
元！随后，他又将“脱口秀”搬上了单位
干部大会，自己带头捐出爱心款5万元，
员工们捐献了5万元。

金夫人集团属于大渡口扶贫集团成
员单位，多次为大渡口对口支援忠县捐
钱捐物。在扶贫集团的一次大会上，周
林趁机上演了一场“脱口秀”，向与会的
23家企业发起倡议：“各位老总，图片上
的这些孩子是幸运的，家里没钱交寄宿
费，仍被这位农民校长收留了。现在，这
位农民校长不堪重负，孩子们的住宿环
境需要改善，希望各位能够慷慨解囊，帮
学校建一栋宿舍楼。”

重庆龙文（集团）实业公司 10 万
元、重庆市肿瘤医院4万元、重钢总医
院6万多元……有7位企业家当场捐款
47万元。后来，他又多方游说大渡口扶
贫集团，该集团承诺发动企业再捐53
万元，凑齐100万元捐款。

“还差50万元怎么办？韩校长那么
有担当，我自己也要有担当，金夫人集团
更要担当！”周林自己又捐出了3万元，
再次发动董事长周生俊捐款25万元。

剩余最后的20万元，去哪里筹集呢？
周林又将“脱口秀”送到了一些熟识

的小企业负责人办公室。不过，募捐并
没想象中的顺利。

于是，他组织几位老板来到中星小
学实地考察，并在学校操场上发起了一
场“脱口秀”。周林的演讲令现场嘉宾
湿润了双眼，重庆永联达涂装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当场表示捐赠 5 万
元。重庆鹰杨食品商行老板颜永东除
捐款5万元外，还承诺每年资助一个留
守儿童5000元学费，直至大学毕业。

就这样，通过一年多时间的募集，周
林用一次又一次“脱口秀”，终于筹齐了
150万元建房款。

2017年6月17日，松柏村响起了震
耳欲聋的鞭炮声，中星小学宿舍楼正式
开建了。

社会各界：为建爱心宿
舍楼出力赠物

对于农民校长韩志群来说，要用
150万元建好一栋1280平方米的四层

宿舍楼，并不简单。韩志群告诉重庆日
报记者：“为了建成这栋楼，除了筹集钱
之外，周林老师更是操碎了心。”

在宿舍楼施工的两年里，周林前后
赶赴中星小学二十余次，现场督办、协
调、处理各种“疑难杂症”。他的不辞劳
苦感动了忠县县委政府相关领导，并多
次为此召开专题协调会。

“按照一般建筑公司的报价，修好这
栋楼至少要花200万元。我们的钱不
多，每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周林说，

“但钱少质量不能差，工程施工单位必须
靠谱……勘察、监理、检测等也要请权威
机构负责！”

得知周林募集爱心款修建宿舍楼的
故事后，工程施工单位负责人周贤康也
被感动了，承诺整个工程不赚一分钱。
建设期间，为了让孩子们生活更方便，他
还主动增修了公共厕所等工程，倒亏了6
万元。

“周老板，你这个项目要亏钱，我们
每天120元的工钱，你少付10元。”罗光
淑、秦桂兰、韩同先等24个建筑工人也
深受感动，主动找到周贤康要求降低工
资，“大家都在为我们山区留守儿童出
力，我们自己也来尽一份心意。”

中星小学的故事感动了众多施工
单位——忠县金创勘察设计公司免去了
工程设计费，重庆佳兴建设监理公司也
提供了免费监理，重庆市建设工程质量
检验测试中心减半了检测费……

7月20日，中星小学宿舍楼终于落
成，顺利通过市级验收，楼房安全评定为
A级。

爱心宿舍楼建成的消息不胫而
走，一位在重庆支教的学生备受震撼，
采购了100张上下床送到了中星小学；
重庆交通大学闻讯后，也送来100套漂
亮的床上用品；重庆开林集团得知该
校留守儿童多，还将一套游乐设施搬来
学校……

“这栋爱心宿舍楼终于建好了，希望
韩校长把这个学校好好办下去！”接受记
者采访时，周林感慨万千，“我还会继续
跟踪帮扶这所学校，每年资助5-10名贫
困儿童，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爱心老人四方奔走、社会各界捐赠善款150万元、施工方倒贴6万元、
工人主动降工资、设计和监理单位免费提供服务……

这栋爱心宿舍楼是这样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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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9月 2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巴南区新建成
投用5所中小学。

据悉，这5所中小学分别为巴南区
龙洲湾初级中学校、巴南区西南大学华
南城初级中学校、巴南区西南大学华南
城小学校、巴南区珠江城中学、巴南区

珠江城小学，新增学位超过7700个。
据介绍，巴南区近年来新建了20

余所学校，新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约
30000个。目前，该区城乡中小学办学

基本条件显著提升，每一所学校都铺设
了塑胶（草）运动场，教室都安装了多媒
体设备，计算机教室、实验室、功能室、
图书室等设施达标学校接近100%。

巴南区新建成投用5所中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