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

始建于1957年的
云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下称“初二中”）原名
云 阳 县 滴 翠 初 级 中
学，学校明确“滴翠让
你一生幸福”的办学
理 想 ，秉 承“ 人 文 向
善、科学求真、生活至
美”的办学理念，越过
了一个甲子的砥砺征
程。近年来，初二中
延 续 传 统 文 化 和 历
史，以“滴水穿石、翠
羽 明 珠 ”为 训 ，打 造

“幸福”主题文化，创
新实施民主管理、精
细常规、队伍建设，形
成以“习惯养成”为核
心的特色德育体系，
发展多元艺体特色，
让每个独特的生命幸
福成长，让学校实现
新的飞跃，让“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成为
现实，收获社会广泛
好评。

把握管理核心
激活教学质量提升密码

在初二中看来，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促进学校持续、协调、特色发展，
最具基础性的工作是强化学校管理。
因此，学校采取精细常规管理，扎扎实
实地做好每一件事，通过做实、做细、
做到位的管理理念，不断提高学校办
学品位、提升办学质量。

精细常规管理的一个显著作用就
体现在教师队伍提质发展中。

初二中采取“制度管理、民主管
理、自主管理”协调发展的“八个加强”
的民主管理模式，民主依法治校，强师
德、锤师能，丰富校园人文精神，营造
了良好的校园氛围，让教师能够舒心
从教。

在教师职位安排、个人发展上，初
二中按照“适人适岗”的原则，将全体
教职员工拉通使用，按照教师个人基
础能力配比调度。年轻老师干劲足、
有活力，适合富有挑战性的班级教学；

中坚老师有经验、专业强，适合有帮助
有潜力的班级成长；教育老兵经验足、
有耐心，适合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可谓
人尽其才。

“‘适人适岗’原则既变老师的复
杂劳动为简单劳动，充分调动了每一
位老师的工作积极性，也让老师们在
自身岗位上不断专业化，激发了每一
位老师的潜能。”校长贺自祥表示，结
合学校近年来配合新高考探索的个性
化教学，学校呈现出老师和学生“人人
有收获，人人能提高”的良好局面。

如何强化教师专业水平提升？初
二中落实教研细节，打破原例行教研
活动次数，以学科组“教学微课题”为
主研任务，通过公开课、微课题、如何
布置最恰当的作业等形式，互帮互学，
共同提质。

此外，初二中通过典型雅致的课
堂促进教师的教学思想、方式、步骤的

“三大转变”。学校采用全面展开和重
点问题突破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深入
开展典雅课堂各项教学研究及“组内
异质、组间同质”等小组教学活动。组

织各学科骨干教师，围绕典雅课堂主
课题，确定教师个人专项研究课题，举
办“滴翠杯”赛课和“骨干教师”示范
课，让老师在做细做实中不断提升能
力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初二中正以
新高考改革为导向，逐步尝试走向分
层走班的“因材施教”之路，并积极实
施增值考核、个性评价，让每一种个性
都获得成长。

创新德育体系
唤醒全方位育人力量

擦去黑板边沿的粉笔灰，捡起卡
在砖缝里的纸头，这些在外人看来有
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早已成为初二中
全体师生无需提醒的自觉和默契。

本着学校生源特征，秉承着“养成
良好习惯，比学会知识更重要”的教育
理念，初二中准确把握每一个德育机
会，通过“五五双轻”文明礼仪教育、

“四进”文明礼仪活动和“精细化”管理

体系下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狠抓活
动育人、细节育人、全员育人。

“五五双轻”即“五管住、五习惯、
双手接人待物、行走轻声靠右”，“四
进”即“进课堂、进校园、进家庭、进社
区”，结合端午、中秋、国庆等节日的主
题感悟教育、每年定期举行的科技节、
艺术节等活动，初二中将“纯洁、坚韧、
奉献”的品质渗透进每一个育人细节。

“学校深知，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
庭。因此，在学校德育过程中，一直都
十分注重家校共育的力量。”初二中德
育副校长邓玉权介绍，学校不仅专门
开设家长办公室，还设立家长开放日，
鼓励家长随时推门听课、监督教学工
作。不仅如此，初二中还抓住寒暑假
的空白期，探索研学旅行、传统礼仪、
家务劳动等创新德育形式，把家长当
做育人者的一分子，为初二中营造良
好的德育工作氛围。志愿者们的身影
活跃在老年公寓、民德广场、莲湖公
园、白天鹅市场……

如今，行走在初二中的校园里，轻
声右行、双手递接已成为一种风度；课
前响亮的口号、课前1分钟静息、入室
即静、入座即学已成为一种习惯；五声
掌、排队放学、排队等候、集中午休和
多彩的文明礼仪课已成为一种文化。

助推艺体特色
搭建多元个性绽放舞台

市级校园集体舞比赛两个一等
奖、市级书香校园、市级乐器进课堂一
等奖、市级演讲一等奖、市级短跑100
米冠军，县运会男子、女子足球第二
名、县级中小学生运动会男子足球冠
军、男子篮球、女子篮球多次连获冠军
……各类沉甸甸的大奖，佐证着初二
中近年来在艺体特色教育上的出彩成
绩，多样化艺体特色项目为初二中学
子搭建起多元个性的成长舞台。

多年来，初二中以学生兴趣为导

向，积极探索艺体特色教育。一方面，
学校占地面积约27000平方米，学生
足球场、塑胶操场、篮球场、排球和乒
乓球综合场地等占到17000平方米左
右；六大功能室、各类体育设施等配备
齐全。另一方面，初二中以社团为单
位，为足球、篮球等项目配备专任教
师，开足开齐相应课程，落实每天锻炼
一小时体育运动，广泛开展群众性“阳
光体育”活动。

每周二、周四上下午的社团活动
时间，学生们放下手中的课本奔赴校
园各个教室、角落，上午练习美术、书
画，下午练习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
球等项目，全校呈现出一片火热的活
动气象。长此以往，学生身体素质提
高了，学校特色亮起来了。

每天大课间，巴乌齐奏、舞动青春
操，跳绳、跑操让大课间更加丰富多
彩。特别是那悠扬的巴乌声响彻初二
中上空，千人齐奏巴乌的壮丽场景，成
为初二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据了
解，初二中自2016年引进传统乐器巴
乌项目以来，逐步形成由班级到年级、
校级的社团活动规模。学校聘请重庆
市著名巴乌专家培训教师，在七、八年
级全面开展巴乌训练。

以巴乌项目为带动，初二中增强
贯彻执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
力度，严格执行课程计划，开齐上足舞
蹈、音乐等艺术课程。引导和鼓励教
师加强业务学习和专业技能方面的进
修提高，推动教师走上教、学、研合一
的道路，全面提高艺术教育水平。

管理精细、德育养成、特色助推，
初二中教育教学质量连创新高，艺术
体育成果遍地开花，县级综合考核评
价跃居初中学校前三名。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站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初二中，用
行动践行着“公平而有质量教育”的铮
铮誓言，描绘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
幸福画卷。

特色巴乌在学校承办的县“五四”纪念活动中展示

姚兰 覃燕
图片由云阳县第二初级中学提供

尊重个性 让每个独特的生命幸福成长
云阳县第二初级中学

8版区县
2018 年 11 月 6 日 星期二
策划 赵童 张亚飞
责编 屈茸 彭光灿

CHONGQING
DAILY

美环境 强基础 兴产业

九龙坡激活乡村振兴动力
行走在九龙坡的乡村，精巧别致的农家院落，绿树掩映的白墙黑瓦……乡村如画，田园如歌。在这里，乡村如斯美丽，生活如此美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启了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九龙坡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着力推进“五个振兴”，围绕“三高九龙坡、三宜山水城”发展愿景，紧扣“七彩九龙乡村”建设的目标定位，激活乡村振兴动力“强引擎”，推动“三农”工作迈上了新台阶，奋力谱写“强富美”新篇章。

改善人居环境
内外兼修美了乡村

金秋时节，走在九龙坡区金凤镇
九凤村，宽阔平坦的乡道，错落有致的
小院，生机勃勃的田野……无边的绿
色触目可及，让人流连忘返，整个村庄
犹如一幅美丽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

“以前，村里的垃圾随便堆，如今
每隔两天，镇里的专用垃圾清运车就
会来一趟，生活垃圾分类称重的积分
还能在垃圾分类服务站兑换生活用
品，我们现在可享受着城里人的待遇
呢。”村民王学东乐呵呵地说。

在九凤村，垃圾分类收集、集中
收运处置模式，已覆盖全村所有院
落。“我们不仅创新了垃圾换积分的
收集处理方式，在村容治理上，全村
还开展了清柴草、清粪堆、清垃圾、清
院落、清沟渠的‘五清’行动。”九凤村
党支部书记秦家明表示，现在全村已
基本形成了垃圾分类意识，特殊垃圾
进站点、生活垃圾进垃圾桶，村庄的

“颜值”逐渐得到提升。
“光有外在美还不够，不断丰富

和提升乡村内涵，才能让乡村更具魅
力。”秦家明说，对此，九凤村不断发
掘乡村文化，结合环境整治，已打造
出酒文化、寿文化等10个特色文化院
落。通过“内外兼修”，九凤村的村容
村貌焕然一新，它也因此被评为“全
国美丽宜居乡村示范村”。

九凤村的蝶变只是九龙坡区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缩影。九龙坡区
以“五沿”区域为牵引由点及面推进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确定4镇6村共27.9
平方公里为典型示范村，以村容村貌
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和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为主攻方向，确保“点有重
点示范、面有基础提升”。

此外，九龙坡区还全面推行河长
制，从加强水资源保护、加强水域岸

线保护、加强水污染防治等6个方面，
积极推进河道环境综合治理，河流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品位得到全面提升。

建设环境美、人文美的乡村，如
今的九龙坡，正在描画“美丽乡村”的
长卷，打造宜居的乡村生活。

提档基础设施
筑牢乡村振兴之基

清晨，秋雨笼罩下的九龙坡区陶
家镇九龙村一片宁静安详，村民廖德
云正驾驶摩托车，路经校岩路前往九
龙园区某厂准备新一天的工作。

“现在好了，道路改扩建后，下雨骑
车再也不担心摔倒了。”廖德云高兴地
说。老校岩路起于九龙村村委会办公
室，止于巴福镇天坪村10社。以往该
路段宽不足两米，路面是泥土和石子铺
设而成，年久失修后出现了不少坑洼，
一到下雨天路面湿滑，骑车容易摔倒。

“去年我在雨天就摔过一次，在家休息
了半个多月才好。”廖德云说。

今年4月，陶家镇投入327万元，

对校岩路进行改扩建，路宽扩至5.5米，
路面用水泥铺装，如今已全部完工。“四
好农村路”，一头连着绿水青山，一头连
着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在道路改扩建
中，不少村民都无偿提供土地。

“我被占用的6分地之前种的花
椒，一年收入近万元，但交通不便我
只能自己背到镇上去卖，现在路修好
了，大家都有‘致富路’。”村民刘开炎
信心满满地说。

而今，在九龙坡区，随处可见纵
横交错的村道组道，“四好农村路”正
成为村民们的致富路、幸福路。

“基础设施建设是夯实乡村振兴
的基石。只有基础坚实牢固，才能为
乡村振兴提供和谐稳定、充满活力的
发展环境。”九龙坡区农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截至目前，已建成村社便道
43.3公里，完成年度任务的54.1%。
除了提升道路通达水平，九龙坡区还
不断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进城
乡宽带网络光纤到户，行政村光纤覆
盖96%；“益农信息社”建设工作、“厕
所革命”全面启动；农业公园已明确

建设范围，正在编制规划；走马镇、陶
石片区、西彭镇等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顺利推进。

产业融合发展
谱写强村富民新篇

感受乡村田园，体验采摘乐趣，
如今每到周末节假日，九龙坡区西彭
镇真武宫村游客如织，人气爆棚。

今年是真武宫村集体经济效益
凸显的第一年，收入便超70万元，着
实让农民们乐开了怀。村支部书记
孟长春笑道：“以前种庄稼收入低，村
民种地积极性不高，村里多是撂荒
地，而今搭上了乡村振兴的快车，老
百姓日子越过越滋润了！”

走进位于真武宫村1社的卓润生
态园，这里别有一番洞天：菜地上绿
意葱茏的有机蔬菜，大棚里长势喜人
的冬草莓，池塘边充满闲情野趣的垂
钓区……村民们三五成群，在生态园
基地里务工，一派热闹非凡。

“现在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一
年工资3万元，再加上土地流转费，比

外出打工可强多了。”村民王绍兰乐
得合不拢嘴。几年前，卓润还只是个
普通的农业企业，而今它已蝶变为一
个集农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
农业观光园，成了城里人来体验农家
生活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乡村旅游成为真武宫村
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亮点，截至目前，
该村已成功打造大小生态园共26家，
他们也成为驱动真武宫村乡村经济
发展的强劲动力。

如今，真武宫村种植的蔬果挂满
了枝头，前来采摘的人络绎不绝，都
市的人们徜徉在绿色中收获惬意，当
地村民也在绿色增收中收获喜悦。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并结合各
村产业特色，调优产业结构，促进农
文旅融合发展，推动农业‘接二连
三’，促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九龙
坡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培育产
业“增长点”，九龙坡区以花果、农产
品加工、生态休闲“三大产业”为支
撑，重点打造7个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村；打造铜罐驿镇田园综合体项目，
新培育农业经营主体10家，新增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5个；推动农业品牌
建设，新培育市级农产品品牌3个，持
续增强农产品竞争力。

链接》》
载歌载舞庆丰收
乡村振兴绘九龙

金秋十月，瓜果飘香。日前，九
龙坡区西彭镇真武宫村人潮涌动，热
闹非凡，处处洋溢着金秋丰收的喜
悦，九龙坡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
祝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

此次农民丰收节活动以“载歌载
舞庆丰收，乡村振兴绘九龙”为主题，
由镇、街组成的11支代表队伍为大家
呈现舞蹈、快板、民俗表演等精彩的文
艺节目，让到场的500余人共同庆祝农
民的节日，分享农民丰收的喜悦。九
龙坡区农委副主任区农综办主任董跃
海说，本次所有的表演节目都是农民
朋友自己原创登台表演，充分体现了
农民丰收节是农民自己的节日。

九龙坡区围绕“三高九龙坡 三
宜山水城”的总愿景，在充分考量区情
民情农情基础之上，提出建设“七彩九
龙乡村”振兴之路，借势农民丰收节活
动，为打造未来九龙坡都市乡村、富裕
乡村、品质乡村、生态乡村、人文乡村、
和谐乡村、幸福乡村凝聚力量。

白市驿花卉产业-驿都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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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

乡村振兴

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