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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开幕式在渝北举行

惟妙惟肖的剪纸，苍劲有力的
书法，栩栩如生的陶艺……一幅幅
令人惊艳的艺术作品，近日出现在
重庆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现
场，参会观众无不被学生娃的创造
力所感染，为我市美育教育改革创
新后释放出的活力叫好。

据悉，自重庆市政府与教育部
签署《学校美育改革与发展备忘录》
以来，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我市加
快构建“政府统筹，教育主管，部门
联动，社会参与”的学校美育发展新
机制，努力实现全市学校美育办学
条件达到国家基本要求。

经过近几年建设，我市美育教
育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格局，有哪些
生动案例？本刊走访了部分区县、
学校。

硬件升级
基本实现音乐、美术功能室
全覆盖

美育教育的发展，需要具备一定
教学条件。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六
大功能室”建设专项工程和农村薄弱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造工程等契机，
不断改善学校艺术教育基础条件。

据悉，2017年，全市各区县共投
入艺术教育专项经费 17530.02 万
元。全市配备有音乐、美术专用教
室的中小学校已达3484所，器材配
备达标的学校有3438所，共有音乐、
美术专用教室10176间，基本实现
了完小以上中小学校音乐、美术专

用教室、钢琴配备。
云阳县自从被确定为全国农村

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以来，坚持把
美育教育改革作为破解教育难题的
切入点。近年来投入资金3500万
元，新建音体美卫功能室570余间，
实现城乡全覆盖。目前，全县已开
展莲厢、摆手舞、土家毽子等民族特
色项目6个，举重、武术、象棋等传统
体育特色项目20余个，书法、版画等
艺术特色项目30余个。

培训落地
师资队伍专业能力大幅
提升

一支专业的美育师资团队是
开展美育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
为解决师资短板，我市大力开展艺
术教师全员岗位培训计划和专业
素质提升计划。“我们利用多方资
源，先后集中举办合唱指挥、艺术
创编、播音主持等艺术教师市级专
项培训和讲座，帮助艺术教师提高
课堂实践和教学实践能力。”市教
委体卫艺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数
据显示，仅2017年，全市参加县级
以 上 培 训 的 艺 术 教 师 达 到 了
13146人次以上。

“今年暑假，参加了全区组织的
美育教师全员培训活动，对美术作品
中的美理解更深刻了。”重庆八中美
术青年教师孙越说。据了解，渝北区
不仅加强艺术教师全员培训，还建立
起区、片区、学校三级艺术教师教育

研究网络，增进城乡互助交流。
为确保教师的培训效果，万盛

区在培训完成后还通过对参训教师
专业基本功进行考核定级，帮助提
升美育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
平。此外，通过成立教师合唱团、教
师书画社等，加强教师日常业务交
流活动，促进教师发展。

课程保障
因地制宜开设课程
丰富学生审美体验

课程是实施美育教育的基本保
障。2017年数据显示，目前按国家
规定要求开齐开足音乐、美术、综合

艺术教育课程的中小学校占全市普
通中小学总数的97.79%；开设有舞
蹈、戏剧、戏曲等其他艺术教育课程
的学校占全市普通中小学总数的
58.21%。中等职业学校基本能够
按照国家课程标准要求开设艺术教
育课程。

此外，我市还将学校艺术教育
实践活动作为开展美育教育的载
体。2017年，我市各区县开展校级
以上各类艺术活动15609场次。市
教委组织开展了重庆市第五届大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54所高校选送优
秀节目、作品及论文参加市级展演
评选，近万人次大学生参加了市级
现场展演活动。

“芦笙舞是苗族舞蹈的主要形

式之一，节奏有张有弛……”在精一
民族小学的音乐综合审美课上，老
师正在给学生介绍苗族的舞蹈特
征。像这样将各民族舞蹈、音乐内
容融入美育课程，在该学校已成为
常态。

上桥中学则利用学校现有设备
和资源，鼓励教师积极开发美育相关
校本课程。目前，学校已开设声乐、
漫画、编织、剪纸艺术等15门课程，
促进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审美需求。

下一步，我市美育教育工作如
何落实到位？重庆日报将启动“美
育创新看得见”——重庆美育改革
创新优秀案例征集，挖掘区县、学校
典型案例，助力美育教育更好前
行。 周珣 余丽柃

近日，从全国民办中小学教
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会传出消
息，由于大足区委、区政府始终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理念，不断
加大教育投入，完善教育体系，
大足区的民办教育已建立起从
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完善的教
育服务体系，其学生占比已位居

全市第二，民办教育成为大足教
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次全国民办中小学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工作会，由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中小学专委会主办、
重庆市大足城南教育集团承
办。原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民
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书等领导、

嘉宾500余人出席了此次会议。
据了解，城南教育集团作为

大足区民办教育的代表，办学理
念先进，内部管理规范，发展动
力强劲，现有在校学生14500余
人。该集团教育教学质量一直
名列全市前茅，深得广大学生家
长和社会各界的信赖。与会嘉

宾在听取集团领导的主题汇报
后，对城南教育集团取得的成绩
做了高度评价，盛赞城南教育集
团是西南教育的一颗明珠。

此次会议承办方城南教育集
团为参会代表提供了四堂研究
课，还邀请云南师范大学、浙江大
学的专家教授举办教师培训。参
会人士纷纷表示，民办中小学要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不断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才能为党和人民的
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何霜

大足：民办教育学生占比位居全市前列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第四届“唯实”校园体育艺术节开幕

日前，重庆市轻工业学校第四届“唯实”校园
体育艺术节开幕。

“‘唯实’校园体育艺术节是学校校园文化的
浓缩，也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彰显，更是学校大力提
倡的‘说实话、做实事、见实效’的重要体现。”该校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体育艺术节中将进行学
生班级篮球比赛、专业系乒乓球、羽毛球比赛、第六
届专业系辩论赛，以及学生田径运动会入场式比赛
等。活动将在12月的迎新文艺晚会中闭幕。周珣

南川隆华职业中学
承办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

近日，“巴渝工匠”杯2018年重庆市残疾人职
业技能竞赛在南川隆华职业中学开幕。

本次大赛由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及重庆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围绕“地方特色与国家
赛制相结合”等4个部分开展相关组织工作。本次
大赛共设有商业摄影、电子商务、美发、盲人保健
按摩等12个项目。来自重庆26个区、8个县、4个
自治县的170余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 周珣

璧山中学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培训开班

近日，教育部中小学校长“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专项培训班开班仪式在璧山中学校举行。

近年来，璧山区结合区域教育发展实际，全力
开展校园信息化建设。璧山中学作为其中的典型
代表，实施“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2年来，教师专
业成长迅速，参加重庆市赛课绝大多数获重庆市
一等奖（现已有14名），承担重庆市立项的课改项
目23个；学生在体育和科技创新方面屡获突破；高
考、中考成绩大幅提高。 文秀月

大坪中学
举行渝中区教师进修学员集体调研活动

日前，大坪中学举行了以“携问题引领课堂，
让知识落地开花”为主题的教学研讨活动。渝中
区教师进修学员相关负责人及初中阶段各学科教
研员一起走进学校，通过听评课的方式对学校教
学情况进行调研和指导。

据悉，活动期间，学校每堂课都开放，教研员
和老师可以随机选择听课。课后教研员们及时与
上课教师交流意见，并进行组内评课。在随后的
反馈交流会中，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相关负责人
在总结中从学校层面、教师层面和学生层面出发，
对大坪中学近年来的进步作了肯定，并提出专业
建议。 沈佳馨

本刊征集全市美育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

与会嘉宾参观学生手工作品

承办全国民办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作会

舞蹈戏剧啥都有 音乐美术样样行

日前，大足商都以西班牙国粹
“弗拉明戈”为元素，开展“舞动2周
年庆”大型营销主题活动，并成功
举办2018秋冬时装发布秀，吸引
逾千名消费者驻足观赏。

“首次作为VIP顾客受邀参加
时装发布秀，亲身感受浓厚的时尚
氛围，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一名
大足商都VIP顾客表示，以往逛街
消费主要是参加商家的打折促销
活动，而如今在大足商都能够感受
到更多来自文化、健康、旅行等层
面上的体验。

据介绍，大足商都坚持创新营
销模式，除了与品牌方展开互动营
销、品类活动之外，还不断策划文
化、健康、美容、健身、旅行、亲子、
教育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营销主
题活动。例如，2017年大足商都便
联合大足区文化委、重庆《凡人有
乐》栏目共同举办“大足·全民K
歌”活动，线上K歌报名近千人，网
络平台点击率突破百万，该活动不
仅获得了极佳的市场口碑，更为当
地老百姓生活方式注入了新活力。

“围绕‘营销来源于生活’的理
念，挖掘与人们密切相关的生活元

素，不断制造现代人需求的生活IP，
全力打造大足区域的全民生活中心
是商都发展的核心目标。”李娜认
为，现代实体零售企业既要成为提
供优质商品的供应商，也要扮演好

“生活方式提案者”的角色，努力为
人们创造高品质生活，从而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一轮的市场变革，大
足商都积极响应重百公司提出的

“新零售、新技能、新服务”发展理
念，并将为大足区带来更为多元
化的消费方式。据介绍，未来商
都将通过世纪卡积分返利、网上
商城新项目尝鲜等方式，拓展跨
业合作领域，升级顾客世纪卡使
用范畴与价值。同时，与市场、科
技接轨，陆续开通多种APP合作
与支付方式，提前做好应对未来
市场竞争的准备。

汪正炜
图片由新世纪百货大足商都提供

2018重庆市区域商圈最具影响力商业品牌
系列展示

“生活”是最好的营销IPB

大足商都：打造“全民生活中心”激发区域消费新动能
多年来，在我市不少区县域消费

市场，由传统专卖店、专业店、杂品店

等所构成的传统商业步行街几乎是

当地商贸零售行业的主要载体。而

随着近年来人们生活消费方式不断

演化升级，传统单一的消费形式已满

足不了老百姓对高品质生活的追

求。因此，老商圈扩容、大型综合性商

业体以及新兴业态的引进成为了当

前各区域商业提档升级的重中之重。

2016年9月14日，备受关注的大

足首家综合性百货商场——新世纪

百货大足商都正式开业。这意味着，

大足人的生活消费方式也迎来了全

新的变化和升级。如今，大足商都经

过两年的细心耕耘，已在当地建立起

良好的市场口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大足“全民生活中心”。

作为我市商贸零售业龙头企
业在渝西地区布下的又一发展支
点，新世纪百货的入驻可谓对大
足区商贸零售发展形成了强有力
补足，同时也为大足区域消费升
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开
业之初，大足商都便清晰地认识
到，要想在一个新的区域消费市场
扎稳脚跟，务必要深入洞察当地商
业格局、发展趋势以及人们的生活
消费方式，从而制定长远规划。

因此，在开业筹备之初，商都
筹备组便组织员工利用业余时间
对大足实地进行深入的市场调
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深入了
解大足消费者的需求，从宏观环
境到消费购买力，再到对竞争对

手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分析，为商
都开业经营定位提供了有利的数
据支持。与此同时，筹备组还对
各区县场都进行了经营数据分
析、对经营定位，卖场布局，动线
规划等考察与学习。

“根据市场综合调研结论，以
‘大众、流行’做为商都开业初期经
营定位，辅以部分餐饮、休闲、互动
体验等各类增强顾客粘稠度的配
套项目，将大足商都打造成为小型
类购物中心。”大足商都总经理李
娜认为，在我市整体消费不断升级
的背景下，区县域老百姓对于新兴
业态以及生活消费方式具有更强
烈的渴望，人们更在乎生活消费过
程中的体验感、满足感和获取感。
因此，定位于类购物中心既是结合

本地消费趋势所灵活制定的发展
策略，也是商都创新转型过程中的
探索与实践。

据介绍，大足商都除百货、超
市两大传统业态之外，还引进了
米迪熊超乐场、雷家酸辣粉、麦丽
丝、一只酸奶牛、遥记甜品、嘿小
面、72行美发造型、医疗便民店等
一系列生活配套业态，为商圈的
提档升级以及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消费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如今，约上三五好友来到大足
商都逛街购物、吃饭、看电影、喝下
午茶，已成为大足老百姓生活的常
态。而经过两年的发展，大足商都
迅速积累了一大群忠实粉丝，俨然
成为大足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生
活中心和区域商业标签。

创新业态打造商业标签A

大足商都引进异业业态

大足商都“舞动2周年”活动现场人潮涌动

大足商都2018年秋冬时装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