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5日，重庆市第49中学校学生在校
园内设置的“朋友圈”留影处拍照打卡。

通讯员 王泸州 摄

2月25日，南岸区南坪实验小学金科校
区开学典礼上，一名同学将自己扮成“机器
人”，和同学一起玩耍。

通讯员 郭旭 摄

2月25日，重庆十八中两江实验中学，学生们组成“祖国万岁”四个字，挥舞国旗，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
记者 崔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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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10万师生歌唱祖国

当天上午8时30分，江北玉带山小学举行
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伴随着庄严的
国歌，江北消防支队石马河中队的三位消防官
兵，身姿挺拔，手捧国旗，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上
升旗台，升旗手振臂一挥，鲜艳的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全体教师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少先队
员行队礼，爱国之情在众人心中油然而生。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学
校将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活动，激励学
生们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促进学生综合素质
全面发展。”玉带山小学校长邹红说。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
强……”当天上午，徐悲鸿中学全校师生共同
唱响《歌唱祖国》，用豪迈的激情迎来新学期

“开学第一课”。洪亮的歌声中，700名学生用
手中的小木牌，拼凑成一面鲜艳而巨大的国
旗，图案背面则是数字“70”，寓意祖国即将迎
来70周年华诞。

在观音桥商圈，新村小学的孩子们则用快
闪的方式演唱《我和我的祖国》，新颖的编排、
铿锵的歌声、明快的节奏带动了全场氛围。熟
悉的旋律让现场观众自觉地从倾听到加入合
唱，尽情抒发着心中的骄傲与自豪。

据了解，开学第一天，江北区200余所学
校的10万师生，用不同方式共同唱响《我和我
的祖国》，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

指导孩子做早餐

如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
生？如何全面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珊瑚小学昨天举行的“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
感受到劳动的意义。

“老师，请您来品尝一下我做的鸡蛋面
条。”“这是我榨的新鲜果汁，特别有营养。”当
天上午9点半，开学第一堂课，珊瑚小学四年级
6班的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制了一份早
餐。尽管孩子们做出的“成品”不尽如人意，有
的面条煮得“夹生”，有的橙子被削得“七零八
落”，有的饺子包得“奇形怪状”，但学生们却真
切地感受到劳动的喜悦。

珊瑚小学校长谭劲说，新学期，学校将把
劳动教育融入到“三级同心圆”课程中，通过国
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每周开设一次劳
动实践课，培养学生劳动意识和劳动观念。

不仅仅是珊瑚小学，南岸区教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区各中小学均因地制宜，分段开展
了不同主题的劳动教育。例如小学低年级段
主题设定为“自理自立”，中高年级段则以“全
力参与”为主题，以树立青少年崇尚劳动、尊重
劳动的观念。

校长倡议师生多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阅读过人类精神的过去，才有未来。在
新学期里，希望我们每一位师生成为自觉阅读
者，成为文化自觉者。”在25日的开学典礼上，
重庆一中校长唐宏宇向全校师生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

“本学期学校将向每个班赠送100本各学

科经典图书，并将广泛开展各类阅读活动，每
个学科都向学生推荐优秀书籍，让学生广泛涉
猎知识，拓展眼界。”唐宏宇说。

剪纸、民歌、桃片……合川巴蜀小学的“开
学第一课”，以“劳动创造幸福，艺术点亮人生”
为题，展示了学生在学校开设的“非遗课程”中
的收获。

重庆八中则在“开学第一课”上为高2019
级学生举行了成人礼，希望他们坚守信念，放
飞梦想，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有价值。

“小萝卜头”走进校园

2月25日，开学第一课暨重庆市“小萝卜

头”进校园活动启动仪式在沙坪坝区烈士墓小
学校举行，900名师生参与此次活动。

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激发爱国之
情，强化爱国之志，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教委等在全市中小学校开展“小萝卜头”进校
园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传承红色基因，争
当新时代好少年。

烈士墓小学组织了50名“红岩班”学生和
50名“周恩来班”学生前往白公馆和渣滓洞，由
红岩联线优秀讲解员、学校老师带领开展学习

“小萝卜头”精神开学第一课活动。活动现场
向烈士墓小学授予了“小萝卜头”活动室牌匾，
向学校优秀班级授予了“红岩班”称号，并向学
生们赠送了《小萝卜头彩绘本》《小萝卜头的故

事》等图书。
据了解，“小萝卜头”进校园活动将覆盖

全市中小学校。如市教委将组织各中小学校
把“小萝卜头”事迹专题学习纳入主题班会、
主题队日等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学习“小萝卜
头”主题征文、讲故事、演讲等比赛活动。各
级妇联将组织发动未成年人家庭开一堂别开
生面的红岩亲子课，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
用弘扬红岩精神，营造良好家风。红岩联线
管理中心将定期深入学校开展“千秋红岩”主
题巡展，每年在全市中小学校中甄选一批学
校支持建设“小萝卜头”活动室，同时创编适
合中小学不同年龄阶段的“小萝卜头”故事宣
讲版本。

10万师生歌唱祖国、“小萝卜头”进校园……

重庆中小学“开学第一课”丰富多彩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张莎

新学期开启新的希望，承载新
的梦想。2月25日是全市中小学春
季开学第一天，各学校纷纷举行形
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激励学生
放飞梦想，争做时代新人。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及全市
教育大会精神，近期，我市各区县
相继组织召开教育大会部署具体
工作，将大会精神落实落地落
细。各区县都有哪些举措？一起
来看看。

推进学前教育公益普惠
案例代表：渝中、梁平

推进学前教育的公益普惠，
增强群众教育获得感，是当前各
区县教育的一桩大事。

母城渝中，力争到年底新增
公办园6所，2020年再新增公办
园7所。并充分发挥以巴蜀幼儿
园、区级机关幼儿园、实验幼儿园
为龙头的3个幼教集团的示范引
领作用，力争打造一批在全市乃
至全国有影响力的幼儿园。

梁平区则制定出台《学前教
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
见》，建成投用工业园区福德锦城
幼儿园及颂和时代幼儿园2所小
区配套幼儿园，以及福禄镇中心
幼儿园等3所乡镇中心幼儿园，
提档升级袁驿镇中心幼儿园。

巩固义务教育均衡硕果
案例代表：潼南、垫江、云阳

继续巩固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区成果，成为当前各区县的
共识。不少区县都将办好农村小
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城市新

区配套学校建设，作为缓解“择校
热”的有效手段。

潼南区力争到2023年，在城
区新建幼儿园6所、小学6所、初中
2所，改扩建潼南中学、大佛中学，
对现存的40所村小学进行科学合
理布局。同时，确保潼南一中初中
部、人民小学扩建项目明年秋季竣
工投用，努力实现“就近入学”。

垫江区正在加快推进垫江五
中扩建工程、牡丹湖小学新建工
程，确保按期完工投用，有效增大
城区教育资源供给。全面完成曹
家学校、晓兴小学等4所学校幼
儿园旱厕改造和龙桥学校、龙岗
小学等5所学校幼儿园活动场地
改造。

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云阳
县，制定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三年推进计划，重在“突重点、
补短板、攻薄弱”，计划投入资金
15亿元。同时更加关注小规模学
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争
到2021年，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
制学校22所，新增床位5000个。

打造优质环境为教师赋能
案例代表：巴南、北碚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我市各
区县加紧落实提升教师队伍质量
的系列举措。

巴南区教委出台《巴南区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实施方案》，并把树立良好师德
师风摆在首位。建立起“师德不
良记录”台账、把教师违规补课、
学术不端等师德失范行为纳入负
面清单，严格执行师德失范“一票
否决制”。

针对高端教育人才培养，北碚
区依托校地合作，实施“碚有引力”
计划，在补齐乡村教师短板上，北
碚完善表彰奖励、评优评选，加大

“北碚区教书育人楷模”“北碚区十
佳乡村教师”等宣传力度，增强教
师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

产教融合服务发展
案例代表：永川、荣昌

提升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
力，职业教育成为不少区县寻求
突破的重头戏。

作为我市职教强区的永川，
开启新一轮探索，认真兑现“职教
24条激励政策”，支持鼓励院校做
大做强。积极引进华为公司、重
庆西凯教育集团建设重庆智能工
程职业学院，落实好校地共建联
席会和校企合作对接会制度，探
索精准扶贫模式。

荣昌区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
求，支持荣昌职教中心高水平质
量建设，推动产教融合发展，办好
荣昌陶、畜牧兽医、物流、智能家
居等特色专业，建好“双基地”“现
代学徒制”项目，为促进区域经济
提档升级做好服务。

新年新气象，还有哪些区县
在积极行动，将教育工作抓牢抓
实？《重庆日报》近期将推出的“学
讲话 抓落实 看效果——贯彻
落实教育大会精神特别报道”将
给予持续关注。 余丽柃

近日，南川区创建全国中小
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接
受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现场
核查，其“五位贯通体系、一环四
射布局、两巡一访督导”的南川教
育督导模式得到专家组的高度认
可，并被教育部向全国推广。

据悉，南川区将督导结果作
为学校综合考核、领导班子考评、

干部任免的重要依据，将落实督
学意见情况作为乡镇（街道）、区
级部门履职考核内容，将督学意
见作为全区发展规划和教育决策
的重要依据。例如针对城区大班
额、入学难等重大民生事项提出
合理化建议16条，被区委、区政
府及时采纳，两年来新增城区学
校6所，城区教育资源不足问题

得到有效缓解。
近年来，南川区以督导深化

教育改革、以督导提升教育质
量、以督导促进教育公平，全区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在2018年
底公布的、代表目前我国教育教
学工作最高水平的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获奖项目中，南川区教科
所1项成果、南川隆化职中2项

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不仅如此，一年来，该区还
有6个项目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
教学成果奖。

在教育督导的护航下，南川
区教育创新改革取得新突破。据
悉，该区先后与教育部课程教材
中心签订了2个三年课程改革战
略合作协议，学生获得国家级、市

级奖励5000多人次；组建了20
个融合型、引领型、联盟型教育集
团，实行“名校+弱校”、“名校+新
校”发展模式，形成了“1+1>N”的
雁群效应；同时深化产教融合，牵
头市内外101家企业、院校成立
重庆市金佛山职教集团，推动了
职业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人
才。 王静

聚焦学前教育、优质均衡、队伍建设、产教融合……

新学期 我市各区县教育开足马力这样干！

精 彩
的 校 园
活 动 为
学 生 搭
建 展 示
的舞台

南川 督导创新获国务院教育督导专家组好评

市教委羽协：爱心慰问情暖贫困生

近日，市教委羽毛球协会雷锋爱心团队前往北碚
区柳荫镇探望了两位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学生，为他
们送去了学习用品和慰问金。

据悉，市教委羽毛球协会雷锋爱心团队成立以来
已累计开展14次慰问活动，义务献血2000毫升，筹集
善款近7万元。 王小寒

永川职教中心：
举行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项目启动仪式

日前，永川职教中心举行了重庆市高水平中等职
业学校建设项目启动仪式。

据悉，该项目是市教委在国家示范校项目后推出
的一个推动中职学校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改革项目，涉
及党建、专业群、师资队伍、中德合作培训等7项建设内
容，建设周期为3年。 何霜

潼南：召开新学期扶贫工作会

近日，潼南区教委召开区教育系统脱贫攻坚推进
工作会。

据悉，该区教委将今年作为教育扶贫攻坚关键年，
会议对2019年扶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特别针对教
育扶贫中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学生资助这两项重点工
作，从法律法规、措施策略、考核评估、检查督查等角
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具体部署，用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全国及重庆教育大会精神。 谭茭

云阳：召开落实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
见整改工作会

日前，云阳县教委召集帮扶单位，召开落实中央
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会。云阳县教
委主任徐锋要求，要认真对标对表做好整改工作，从
学好中央讲话、规划管理产业、扶贫政策落实到人等
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当天，县教委相关负责人还深
入帮扶户家中，送去新年慰问与祝福，鼓励他们勤劳
致富，早日奔上小康之路。 何霜

北碚：开展“传统文化闹元宵”活动

近日，北碚区2019年“传统文化闹元宵”活动在缙
云广场举行，区内11所中小学300余名学生参与了非
遗文化节目的表演和展示，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赞誉。

现场，澄江小学的剪纸、复兴小学的线描画、华光
小学的粮食画、翡翠湖小学的“王烧白”、王朴中学的
渝派花木蟠扎等展示了北碚区中小学在传承非遗文
化，推动特色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效。 周珣

教育 策划 陈天富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