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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秋
天的丰收景象；茶农采茶、炒茶的
繁忙；一家大小围坐吃丰收饭
……日前，由重庆日报、重庆市摄
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农
民丰收节“金镜头”摄影大赛部分
优秀作品在王琦美术馆展出。这
些作品用影像的方式反映新农
村，讴歌新时代，记录下巴渝大地
丰收的景象。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第一个
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为庆祝这一特别的节日，用镜头记
录丰收的喜悦，11月2日，重庆市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头”摄
影大赛正式启动。本次比赛也是
2018重庆（国际）影像文化节的一
项重要活动，由重庆日报、重庆市
摄影家协会共同主办。活动期间，
组委会共收到近 5000 件摄影作
品，从中精选出百余幅优秀作品在
王琦美术馆展出。

此次展出的作品，大多以“丰
收”为关键词。展览现场，组图
《春华秋实》让人眼前一亮——春
天的阳光下，绿油油的稻田里生
机盎然，秧苗在水中映出美丽的
倒影；秋天，大片金黄的稻田散发
出秋天丰收的味道……拍下这些
景色的是民政局职工、梁平区摄
影家协会会员邓志刚。为了让人
们真实地感受到“春华秋实”，他
用了 4年时间，选择在春夏两个
季节、在同一个角度对明达镇的
稻田进行拍摄，最后选出6张照片
参赛。

巫山摄影协会会员李中华拍
摄的《曲尺乡的脆李丰收了》也是
组图。“脆李是巫山县的特色农产

品，总面积大约有十万亩。”李中
华说，夏天正是脆李丰收的季节，
自己在七月份的时候去曲尺乡拍
了好几次，除了农民丰收的画面
外，还特意去码头拍摄自由市场
交易的情景，反映新农村的发展。

此外，《茶丰人欢笑》《辣椒
红 玉米黄》《绿玛瑙》等多幅照
片，则反映了南川、梁平、石柱、忠
县等地的特色支柱产业，构图生
动、活泼、热闹。

重庆日报记者万难拍摄的《母
亲》，则记录了重庆交通大学治沙
团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县

进行“沙变土”实验时，基地秋天
丰收的情景。照片上，背景是一
大片金黄的牧草；工人邱明礼笑
呵呵地抱着一大捆成熟的高粱，
她满是沟壑的脸庞在红色头巾的
映衬下，与秋天丰收的基地相互辉
映，极富视觉冲击力。

“重庆交通大学从2016年开
始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开始‘沙
变土’实验，目前在四川阿坝、新疆
和田都有试点。”万难表示，自己相
继去这几个地方进行采访、记录。
这次去新疆和田，正好赶上和田基
地丰收，图片上的主人翁邱明礼曾

经也在内蒙古乌兰布和基地工作
过，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自己抓拍
到这张让人满意的照片，也在一定
程度上说明了重庆交通大学“沙变
土”实验的成功。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展出至
12月20日，市民可免费观赏。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2月
2日上午8点，2018长江三峡国际马
拉松（重庆·忠县）在重庆忠县滨江路
活力开跑。

作为重庆的第二个全程马拉松

赛，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赛由中国
田径协会、重庆市体育局、重庆忠县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设置了全程马
拉松、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拉松三
个项目。

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比赛8
月8日开启报名窗口后，马拉松爱好
者报名踊跃，1万个参赛名额比原计
划提前20天完成招募。除了来自美
国、英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

家的选手外，邱旺东、碾者阿堤、管
油胜、赵浩等国内优秀选手均报名
参赛。

经过激烈的角逐，男、女全程马
拉松冠军均被肯尼亚选手获得。中
国选手周友发和李春霞分别以1小
时09分50秒和1小时28分49秒的
成绩获得男、女半程马拉松冠军。

2018长江三峡国际马拉松在忠县举行

11月19日，在中国外文局指导、
中国翻译协会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
与语言服务创新发展论坛暨2018中国
翻译协会年会”上，重庆籍著名德语翻
译家、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院教授
杨武能、阿拉伯语翻译家仲跻昆、日语
翻译家刘德有等7名翻译家，荣获国内
表彰翻译家的最高奖——翻译文化终
身成就奖。

曾翻译过《格林童话》《少年维特之烦
恼》等多部德国文学名著的杨武能教授，
如何看待这个荣誉？如何看待自己的翻
译生涯？11月30日，做客重庆图书馆的
杨武能教授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谈获奖：
是送给自己80岁的最好礼物

“虽然我曾获得过德国的‘国家功
勋奖章’、歌德金质奖章，但作为一名中
国的翻译家，我最为珍视的还是此次荣
获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杨武能
说，这个奖项不仅是对自己60年翻译
生涯的最大肯定，也是一份意料之外的
生日礼物。

杨武能说，除了这份荣誉，年满80
岁的他今年还收到了两份“大礼”：“一
个是今年出版的《译海逐梦录》，忠实记
录了我六十载的翻译生涯；另一个是今
年5月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举行的“歌德
与中国——中国与歌德”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我有幸为国内外知名歌德学者提
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

1938年出生于重庆的杨武能，在
1990年调往四川大学任教前，大部分时
光都在重庆生活、学习、工作。“作为一名
生长在十八梯的重庆崽儿，重庆不仅培养
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也让我对巴蜀文化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杨武能说，自称巴蜀
译翁，就是为了表达对巴蜀文化的敬意。

谈歌德：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说到杨武能的翻译生涯，不得不说
到的一个名字就是歌德。自1978年考
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修德语
文学后，杨武能便开始主攻歌德研究，
先后出版了《歌德与中国》和《走近歌

德》两本专著，完成了包括《浮士德》在
内的四卷本《歌德精品集》的翻译。

“为了研究歌德，我甚至放弃了已经
申请到手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一
项教育部基金课题。”杨武能表示，“有人
曾说我傻，但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作为一名翻译者，不应该仅做一名文字
的搬运工，还应时刻对翻译作品的作者
进行研究，做一名文化的传播者。”

在谈及被他人称为德语界的“傅
雷”时，杨武能表示：“正如我前几天在大
学演讲的题目一样——我不是傅雷，只
愿成为巴蜀一译翁。我希望能通过译作
与千万读者建立起精神联系，丰富中国人
民的文化精神生活。毕竟，读者对作品
的肯定，才是对翻译者最好的赞美。”

谈作品：
《格林童话》最难忘

“做翻译很苦，要忍受寒夜孤灯的
寂寞，能坚持下来纯粹是因为热爱。”杨
武能说。

在翻译的众多译著中，哪本最难
忘？“《格林童话》吧。”杨武能说，当年在
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计算机汉字处理刚
起步，自己只能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一
坐就是八九个小时。终于翻译至全集
的后半部分，没想到某日突然脖颈发
僵，手腕颤抖，只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
眩，后来才知道是得了颈椎病，只好让
妻子和女儿来完成最后的校订。

“《格林童话》这套图书，不仅是我
翻译的作品中再版次数最多的，更重要
的是千万个家庭通过阅读此书，对德国
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杨武能说。

愿为巴蜀一译翁
——专访“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

重庆籍翻译家杨武能
本报记者 黄琪奥

著名翻译家杨武能。
记者 齐岚森 摄

用影像讲述丰收的故事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头”摄影大赛作品开展

渝中区王琦美术馆，市民正在观看重庆市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金镜头摄影大赛作品展。
特约摄影 龙帆

项目撬动
引领百花齐放的教育新生态

在南开中学的数学实验基地，学生制作
三维设计图，并通过基地的3D打印机完成
自己的设计作品。变“学数学”为“做数学”，
使抽象的立体几何知识变得具体可感，学生
学习主动性大大提高。同样，在南开中学的
化学课程基地，没有传统教学的过度刷题现
象，老师将课堂搬进了实验室，通过做中学，
学中做，一下激发了学生探究知识的欲望，
增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在重庆一中英语课程基地，由于在英语
学习中精选APP，增加师生互动，通过丰富
语料库，帮助学生学以致用，爱上英语学
习。基地还根据学生程度和问题类型，分别
建立不同的学习互助QQ群和微信群，群里
定期开展在线答疑，主题讨论和课题分享等
活动，并将疑问比较集中的题由老师录制微
课定时推送。

重庆七中的地理课程创新基地积极创
设新型学习环境，打造了地理数字化教室、
地理探究活动实验室、天文活动室、气象观
测站、大型岩石展示区、地理课程体验中心

的“三室一站一区一中心”，让学生走进户
外，变学地理为玩地理，真正为“自然而教”。

事实上，无论在沙坪坝东部还是西部、
城区还是乡镇，随着全区中小学课程基地建
设的推进，在纠正应试导向，促进学校特色
发展，提高育人质量方面，沙坪坝区教育正
发生一系列令人欣喜的变化。

校区合力
构建课程项目建设新机制

课程是促进学校发展的最重要的载
体。自2015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首次启动
重庆市普通高中三类课程项目建设申报工
作以来，2016年5月，沙坪坝区教委开始组
织实施中学三类课程项目，分为“课程创新
基地”、“精品校本课程”和“课程建设课题”，
三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单在2016年就启动
了17个区级课程创新基地项目，评选出精
品课程27门、课程建设课题21个。截至今
年，中学市区级三类课程创新基地已达26
个、精品课程60门、课程建设课题51个。

为克服学校课程建设中的“高原现象”，
深耕学科核心素养提升，促进课程改革纵深

发展。区级层面，教委出台多项指导性文
件，从目标、内容、实施等方面进行总体规
划设计，组建专家团队进行调研、督导、评
审，重点考查教学环境、模型构建、课程资
源等环节问题，自上而下进行方向引领和
整体推动。在经费保障上，区教委公开通
报拟立项建设的市、区级三类项目，并按
照1:1的比例给予专项经费配套。

软件配套下功夫
引领传统课堂变革

沙坪坝区课程项目建设从一开始就
在软件配套上下了不少功夫。

在课程创新基地，不少学校都组建了
专家学术支持团队。重庆一中、南开中
学、重庆七中、凤鸣山中学、青木关中学、
天星桥中学等多次聘请专家指导。有西
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的
资深专家、教授，有市内外教研员来校会
诊，一方面通过参加市内外高端学术会
议，提升学术涵养；另一方面吸收共同体
单位一起研究，发挥引领辐射效应。

以课程项目建设为契机，各学校结合

学科特点与学生个性发展，创设灵活多样的课
堂模式。重庆一中高中英语课程创新基地利
用互联网+课堂，打造人机交互教学新模式；南
开中学形成了能展现科学思想、学科思维和数
学文化的特色鲜明的高中数学教学课堂；重庆
七中高中语文基地着力构建“言语3i”综合教
学模式；凤鸣山中学高中体育基地探索创新

“运动教育”教学模式；天星桥中学高中技术创
新实践基地积极构建“格一”教学模式。

结合学生兴趣，不少学校拓展和完善课程
体系，开发特色校本教材，鼓励更多学生体验、
实践、参与、合作。

重庆七中高中语文开设了文化精品选修
课程和东川书院文化课程两大类型课程体系，
开发了16门校本选修课程。凤鸣山中学高中
体育三个年级实施必修必学和必修选学，把体
能和健康教育两个模块纳入每学期的教学内
容；青木关中学信息技术学科开设了图片处
理、视频编辑、三维设计与3D打印课程；天星
桥中学以创新基地为载体，形成了包括虚拟机
器人、实体机器人和创客实践课等兼顾知识和
技能的教学体系。

在校本教材开发上，凤鸣山中学编制《体
能模块》《运动与健康》等４本校本教材；七十
一中充分结合中学生的年龄特点，编写了序列
化的校本教材多达20余本，分为常规教材和
实训教材；三十二中高中体育课程编写了《三
门球》等5本校本教材……

因为课程项目建设，各个学校呈现出百花
齐放的喜人态势。

项目变“磨刀石”
教师发展大步前行

从建构核心内容的模型，开发特色课程资
源到丰富课程体系，课程项目建设成为教师成
长的“磨刀石”。

以项目建设为平台，多样化教学教研活
动，唤醒教师发展内动力；名师引领、专家讲
座，拓宽了教师视野；新型资源库的创建，为教
师搭建了专业发展的平台。重庆一中的“教师
成长发展ABC”，重庆七中的“三三制阶梯式
名师孵化”、“研学帮带”，青木关中学的“青年
教师帮培计划”等教师专业发展平台已初见
成效。

王丽娜老师是重庆一中英语课程创新基

地中的一名骨干教师。以课程项目建设为
契机，她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和电子白板技
术，打造智慧云课堂，增加课堂学生的参与
度，通过不断修订和改进，极大提高了课堂
的实效性。

这段经历让她于2018年获中央电化教
育馆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创新课堂教学实
践观摩活动教学课评比一等奖、现场说课二
等奖。

在南开中学，随着“数学实验基地”的开
展，许多老师和“基地”共成长，其中陈盛斌
老师由中国数独联盟评为数独六段，是至今
为止重庆地区最高段位选手，并通过由数独
发展总部中级数独培训师资格，是西南地区
唯一一位国家级数独培训师。另外，王勇、
徐晓舸、温超、敖羚峰、黄冰彬等老师通过了
数独培训师的考核。

越来越多的学校参与，越来越多的教师
参加。课程项目建设正在撬动沙坪坝区一
系列教育领域的改革，助推区域教育内涵式
均衡发展和高中特色化发展，为更好地迎接
新高考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给教育带来由内
到外的蜕变。

沙坪坝区课程项目建设开展有声有色
小项目撬动出大变革

当教育发展
从 量 变 走 向 质
变，从关注宏大
的教育叙事到关
注微观育人，教
育教学的方法、
策略、路径的思
考和行动往往更
令 人 侧 目 。 近
日，沙坪坝区课
程项目建设引发
关注，从小切口
入手，撬动课堂
教学、课程结构、
教师发展的系列
变化。

周珣 李达毅 图片由沙坪坝区教委提供

截至今年，中学市区级三类课程创新基
地已达26个、精品课程60门、课程建设课题
51个。

数说>>>

师生开展研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