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持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军鼓舞、梆鼓舞、小品、舞蹈、小合唱……前
不久，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在巴南区双河口镇
举行。整场演出，动听的歌曲、优美的舞蹈、诙
谐幽默的小品等赢得了在场观众们的阵阵掌
声，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巴南区的文艺工
作者们用高水平的艺术呈现，带来了15个“接
地气”文艺节目，为村民们送上了一场丰富的文
化大餐。

据巴南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一直
以来，巴南区念起了“送”字诀，持续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大力推动文化下乡，用优秀文化供给提
振农村精气神。

巴南区深化实施“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
的点单配送服务模式，相继举办“喜庆十九大·
共圆中国梦”“六进”文艺宣传、戏剧进校园、渝
州大舞台等系列活动，将惠民电影、文艺演出、
文博展览、文化讲座和文艺培训等4000余场流
动文化服务送到基层，服务群众达80万人次，

有效解决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同时，巴南区还开展梦想驿站活动，赠送各

类图书、宣传册300余本（册），赠送家风春联卷
轴200余副，服务过往回乡旅客600余人，为广
大农村朋友送去了文艺演出、文博展览、图书借
阅、春联写赠、惠民电影等文化大礼包，形成了
具有浓浓年味的文化互动集市，拓展“送文化下
乡”特色文化品牌内容。

“挖”：发掘乡村优秀文化遗产

巴南历史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底蕴深厚。
近年来，巴南区在念好传统文化特别是乡村文
化遗产“挖”字诀上做足了文章。

据巴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加强了对
乡村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实地调研了老母
庙摩崖石造像、朱家大院、杨沧白故居等乡村文
物资源，全面开展了第四批区级非遗项目申报
工作，鼓励各镇街积极申报体现农耕文明的非
遗项目，夯实了文化遗产资源基础。同时，将具
备条件的巴南观赏石文化、木洞油酥鸭和巴渝
传统木雕申报为市级文化遗产。

在乡村文物保护修缮工作方面稳步推进。
该区以古镇、古街、古村落文物保护单位为重点，
全面实施朱家大院、木洞福音堂、黄启藻旧居等的
保护修缮工作，南泉中央政治学院（彭氏民居）、丁
雪松旧居保护修缮工作、双星桥搬迁保护工作将
于今年完成，进一步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

同时，巴南还大力弘扬乡土文化遗产，系统
梳理乡土文化变迁过程，成功举办了“巴县旧
影”“文明之海”等文物图片展，不断提升群众的
文化自觉意识。

为推动优秀乡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让古老乡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风采，
巴南区还召开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研讨会，建成巴南博物馆并对外免费开放。
博物馆再现了巴南深厚历史底蕴和浓郁人文色
彩，充分展示全区优秀乡土文化，开放仅一个
月，接待观众上万人。

“种”：文艺创作氛围浓、成果丰

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广泛播撒文艺创作的
“种子”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

据巴南区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
区巴大力实施文艺“金字塔”工程，下发了推进
基层文联组织建设指导意见，在各镇街建立文
联组织，并试行在村居建立文艺爱好者协会，推
动文艺创作发展。今年以来，巴南区把乡村振
兴作为全年文艺创作主题，充分利用区重点文
艺创作扶持管理办法，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木
洞镇、安澜镇、二圣镇等地采风，创作了新木洞
山歌、乡村新风貌诗歌、乡情乡愁乡音散文等一
批作品，面向全社会举办第九届“珍珠儿歌（乡
村文化振兴主题）”擂台赛,举办脱贫儿歌进山
村活动。

目前，该区已举办专题摄影展览和在镇街
举办乡村振兴主题演出15场，创作反映巴南新
时代新农村新气象的文艺作品50余件，平面艺
术1300余作品，其中舞蹈《山沟里的音符》荣获
2018“放飞中国梦”第四届重庆市“小白鸽”少
儿舞蹈大赛创作组二等奖，深受群众好评。

去年以来，巴南区文艺工作者创作推出了
一大批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的文艺作品，5件优秀作品获得区级扶持。全
年组织文化骨干创作文艺作品500余件，其中
儿歌评论集《儿歌散议》入围2017年重庆市重
点文艺创作项目资助；书法《大西南赋》获市第
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值得一提的是，巴南区还创办文艺品鉴品
牌，提升群众文艺鉴赏力。该区文化委与区文
联联合创办“麻雀艺评”乡土文艺评论，将高雅
的文艺评论引进民间，融展演、讲座、辅导、沙
龙、竞猜于一体，发动基层群众搞文艺评论，化
文艺理论‘高大上’为百姓可口‘麻辣烫’，引领
百姓从‘看热闹’到‘看门道’，从外行人变成内
行人，真正提升市民文艺素质，鉴赏水平。

送文化下乡、挖掘本土优秀文化、播撒文艺创作的种子

念好“三字诀”促乡村文化振兴
“11年前，我放弃高薪，辞职回乡发动乡亲

克服种种困难种梨致富。11年来的努力，换来
了集体村的大变化：年游客量从不足万人到
10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从 5300 元涨到
21000元。我诚心实意的付出换来乡亲们一句

‘愿意跟着孝前干！’这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了”……

近日，在巴南区各镇街，二圣镇集体村党
委书记郑孝前和美亨柚子种植股份合作社社
长陈开容等现身说法，为群众倾情讲述自己的
奋斗故事，极大增强了各镇街群众实现乡村振
兴的信心和决心。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振兴。近年
来，巴南区念起“送”“挖”“种”三字诀，深入挖
掘、充分发挥巴南文化底蕴，以文化为媒，大力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现代文明理念
和生活方式，让正能量抢占农村文化阵地。

戚万凯 王彩艳 赵东旭

木洞镇村民展演自编自演的乡土文化节目 摄/何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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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走访
慰问、表彰奖励、师生同乐……为庆
祝即将到来的第34个教师节，连日
来，我市举行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
动，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
问候。

“在我看来，好老师应该勤于思
考，教人求真务实。在未来，我甘愿
长途跋涉为之奋斗，燃烧青春，做有
理想信念，有扎实学识，有道德情
操，有仁爱之心的‘四有’老师。”近
日，在江北区举办的“弘扬高尚师
德，潜心立德树人，做新时代‘四有’
教师”座谈会上，近10名优秀教师
代表分享了自己的育人心得，表达
了尽心尽责做好平凡事，努力争当

好教师的愿望。
渝中区日前也举行了“浓浓尊

师意 款款爱生情”为主题的2018
年教师节庆祝大会，由区内各学校
选送的节目为现场嘉宾奉献上一场
精彩的视听盛宴，演绎出渝中教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和
美丽风采。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日，我
市不少中小学都开展了庆祝教师节
活动，沙坪坝区、南岸区等还开展了
走访慰问教师活动。南岸区天台岗
小学举行了“教师风采”展示活动，
用榜样的力量激励全校师生奋力前
行。渝中区大坪小学利用新媒体，
开展了“为最美教师”点赞活动。

向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重庆庆祝教师节活动丰富多彩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宗华月）
9月9日，重庆民族乐团在群星剧院
举办了一场“献给教师的歌”音乐
会，向教师节献礼。

当晚的音乐会在一曲与育才中
学乐队合奏的《节日序曲》中拉开序
幕，细腻委婉又不失大气磅礴，激扬
之处观众们不自觉地随着节奏拍
手。随后的演出中，婉转悠扬的《荷
塘月色》、二胡和大提琴合奏的《相

望》、豪迈壮烈的《长白山歌》、欲说
还休的《琵琶语》，一次次将现场气
氛推向高潮。

“尊师重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
美德，带孩子来听这场音乐会，既传
承了传统美德，又能受到艺术熏
陶。”现场一位家长表示。“民族音乐
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希望重庆民族
乐团多举办这样的音乐会，我一定
场场都来听！”市民陈思源说。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春秋航空公司获
悉，178名滞留日本大阪的旅客已
搭载春秋航空A320客机，于当日
下午14点29分抵达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

据了解，9月4日台风“飞燕”登
陆大阪后，大阪机场被迫关闭。春
秋航空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积极为
滞留旅客寻找回国通道。6日，春秋
航空加开了两班名古屋-上海航线，

重庆春秋国际旅行社立即将滞留游
客通过大巴送至名古屋，再搭乘春
秋航空大阪至上海的加班机。旅客
在上海停留一晚后，第二天转乘春
秋航空上海至重庆的航班回渝。

至此，受到台风“飞燕”影响的
重庆团队游客已全部返渝。目前，
大阪关西机场T2航站楼已恢复正
常使用，往来市区的交通设施便捷
有序。春秋航空执飞的重庆—大阪
航线于9日起恢复正常运行。

春秋航空率先恢复大阪航线

178名受台风影响滞留旅客回渝

重庆民族乐团“献给老师的歌”
奏响群星剧院

快 读

➡9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2018首届中国（重庆）酒类消
费文化节暨中国（重庆）名特酒类交易博览会将于11月14日至16日在重庆国
际博览中心举办，同时“赢在终端，惠民在线——中国（重庆）酒类食品区县巡
回展”将于9月—11月提前在区县开展。（记者 杨艺 实习生 刘茜）

首届中国（重庆）酒类消费文化节11月开幕

➡9月9日，《张新泉的诗》新书全国首场分享会在南岸区大众书局举
行。著名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张新泉携新作《张新泉的诗》，与现场
读者分享自己六十年创作诗歌的感悟。 （记者 黄琪奥）

著名诗人张新泉携新书来渝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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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在海拔1900米的巫山县巫
峡镇陈家村小，54岁的王绪田老师熟练地
打开“重庆教师网络研修云平台”，为第二
天的数学课做准备。

在重庆，共有中小学专任教师29.1万
人，其中乡村教师占不小比例。切实提高
乡村教师队伍的师资水平，是保障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根
本。近年来，我市通过构建完善的培训体
系、创新培训模式、打造网络云平台等方
式，持续提升广大教师的专业素质能力。

构建四级培训体系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
的重视，教师培训的类型很多，层次也越
来越丰富。目前我市构建了‘国培作示
范、市培抓重点、区县保全员、校本重教
研’的四级互补培训体系。”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由教育部牵头实施的“国培计
划”是目前我市进行师资培训的主要阵
地，“国培作示范”就是充分发挥“国培计
划”在项目规划、培训模式、课程设置等方
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为市级培训、区县
级培训和校本研修提供示范。

“国培计划”包括骨干教师团队培
训、送教下乡、乡村教师工作坊（分集中
研修+网络研修）、乡村校园长访名校等
多个项目。“这些项目有力地促进了乡村
教师队伍建设。”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比如骨干教师团

队培训有90天的培训时间，教师先参加
全市的集中学习，然后到北京、上海等外
地名校跟岗实践 30 天，再进行返岗培
训、总结提升，“对乡村教师的成长很有
作用。”

“市培抓重点”就是市级层面的培训
主要抓住骨干教师、学校管理干部和培训
者这三大重点群体；“区县保全员”就是区
县级的培训要覆盖每一位教师，确保5年
周期内每位教师都能接受360学时的全员
培训；“校本重教研”就是由学校组织开展
好校本教研活动，提升教师课堂教学能
力。

“四级培训体系的建立，保证了全市
各层次培训的有序开展。”市教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保证各级培训的进行，我市
还打造了市县两级专家团队，“按照1:500
和1:30的比例，分别遴选组建了582人的
市级培训专家团队和6517人的区县级培
训专家团队，有效提升培训团队成员的教
学、教研和培训能力。”

我市还建立了常态化经费投入机制，
市级财政每年安排教师培训专项经费1亿
元（5000 万用于市级培训项目，5000 万奖
补区县），已累计培训教师数十万人次。

创新培训模式提升教学水平

近年来，我市还启动实施了“十百千
万”名师培育工程，充分发挥名师名家的
带头作用。

有32年教龄的杨承荣是涪陵十四中
名师工作室的化学学科带头人、重庆市化
学学科名师。他的名师工作室成立已两
年，每学年要带领培养8名青年教师。“其
中，本校占4个名额，其余4名教师必须是
来自偏远乡村的教师。”杨承荣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自己所带的4名青年教师除定
时来听课外，自己还通过送课下乡、QQ和
微信等方式与4名乡村教师交流。如今，
在杨承荣所带的队伍里，有2名教师获得
重庆市优质课赛（化学）一等奖，有3名教
师成长为市级骨干教师。

“目前全市已评审认定市级学科带头
人58名、市级学科教学名师409名、市级
骨干教师7612名，并命名市级名师工作室
15个。”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计划到
2020年，我市在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
领域将重点培养100名学科带头人，评审
认定1000名学科名师，10000名市级骨干
教师。

送教下乡也是培训教师的一种重要
方式。上学期，开州区教师进修学校的教
研员余米曲到南门镇开展送教下乡示范
活动。南门镇近20名初中语文教师都参
加了活动，大家围绕着上课的问题、知识
点的确定等进行探讨。余米曲指出他们
教学环节的设置、教学难点的突破等方面
的问题，让大家收获很大。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各级各项培
训中，还有微讲座、自主研修、共进研修、

听课赛课等各种方式。

搭建优质网络研修平台

在信息化时代，网络是一个便捷的学
习平台。因此，我市充分重视搭建优质网
络研修平台。

目前，我市已建设了重庆教师网络研
修云平台的“师源网”，教师可以在上面开
设个人空间、打造教师工作坊；在研修社
区、学习部落里，大家还可以开展交流探
讨，推动教师研修的信息化和常态化。“我
们还持续征集和开发海量的微课、慕课资
源，目前该平台的培训课程资源达3万
件，容量超过10T。”市教委相关负责人
说。

巫山县巫峡镇陈家村小王绪田老师
说，多年来参加国培、市培、县培等项目，
提升了自己的教学水平。“尤其网络学
习，不受地域限制，非常方便。”王绪田
说，这学期的网络国培项目又将启动，第
一阶段是关于师风师德的通识课程，第
二阶段是教学技能方面的专业课程，第
三阶段要设计课件进行提交，一共100个
学时。

“我们构建了混合式网络研修模式，
将网络研修与校本研修有效整合，采用

“聚焦问题—视频研讨—自主选学—实践
跟进—成果分享”五个培训环节，以切实
提升网络研修效果，建立乡村教师常态化
的研修机制。”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每年安排培训专项经费1亿元

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本报记者 李星婷

“补短板，促公平”开学季系列调查报道②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教师节前夕，
家校沟通平台晓黑板发布了主题为“家长
眼中的老师”的问卷调查报告。该报告通
过对一万多份数据的整理，勾勒出了广大
家长心中理想的教师形象。

中国有句古话“严师出高徒”，但是该
调查显示，现在家长更希望老师是平易近
人的。其中，有46.3%的人希望老师“和蔼
可亲、平易近人”，还有28.5%的家长认为
老师应该“幽默风趣”一些，仅有25.2%的
家长希望老师“严格、有威慑力”。

在被问及“你认为最好的师生关系
是什么”时，83.5%家长希望，孩子和老师
之间保持一种“上课师生、下课朋友”的
平等关系，能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
规范。

对于老师应该具有的素养，“教学经验
丰富”“能让孩子爱上学习”“对孩子一视同
仁”这三点都得到半数以上家长的关注，学
历高低不再左右家长对老师的评判，仅
5.4%的家长表示希望老师“学历高”。

在被问及“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有哪些”
时，“良好的行为规范”“积极向上的三观”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三点，家长认为影
响最大。其中42.4%的家长认为，老师最
能影响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规范”。

关于老师的性格特征，在各学龄阶段
家长心中，“和蔼可亲、平易近人”都排在首
位。对于老师应具备的素养，幼儿园的家
长更看重老师是否能“公平、一视同仁”，小
学的家长则看重老师“能让孩子爱上学
习”，初、高中的家长则希望老师“教学经验
丰富”。而随着孩子学龄的增加，家长认为
老师对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影响
逐渐减少，而引导树立“积极向上的三观”
的影响却在逐渐增加。

“教师”这个职业在家长心目中地位如

何？晓黑板调查显示，很多家长表示理解
老师的不易。当被问及“如果听到一个老
师想要辞职，你认为是因为什么”时，
73.6%的家长认为是老师这个职业“工作
累，还不被理解”。

对于“老师工作中会遇到什么困扰”这
个问题，小学、幼儿园的家长更多地认为是
由于“家长不理解”，初、高中家长则认为

“孩子不听话”给老师带来的困扰更大。
而在被问及“你认为老师每天的工作

时间是多少”时，47.9%的家长认为老师的
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12.7%的家长认为老
师工作时间只有在校上课的时间。

晓黑板的调查数据显示，有74.8%的
家长认为，老师的社会地位比起过去有所
提高。而在所有调查家长中，高中家长对
老师地位的肯定最高，有77.1%的高中家
长认可这一观点。

在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调查中，69.5%
的家长评价教师“教书育人、责任重大”，并
且随着孩子学龄的增长，家长对这一观点
的认可度逐渐增加，高中家长对这观点的
认可达到73.9%。

虽然有23.8%的家长认为，当老师十
分辛苦，但仍有近九成的家长表示，如果孩
子将来想从事教师这一职业，自己是支持
的。家长对孩子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认
可，说明老师在家长心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家校沟通平台调查显示：

七成家长认同老师工作辛苦
近九成家长支持孩子的“教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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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收入低1.8%

C、社会舆论的压力8.1%

B、学生不听话42.5%

A、家长不理解47.6%

家长眼中，老师工作的困扰

家长认为老师对孩子的影响有哪些？

E、独立思考的能力17.4%

D、创新思维9.2%

C、健康的体质3.0%

B、积极向上的三观28.0%

A、良好的行为规范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