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历时9年，3次申报才获得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称号。”说起龚
滩古镇的申报过程，龚滩镇有关负责
人感叹国家评审之严、标准之高。

“我们将把握年初古镇成功入选
第七批国家历史文化名镇的契机，以
古镇为核心，启动国家5A级旅游景
区创建工程，争取用3年时间创建成
功。”景区负责人表示。

显然，升格为国家级，并没有让龚
滩人满足，他们还有更高的奋斗目标。

据了解，最近10多年来，国家在
龚滩古镇的保护、开发上累计投入已
经超过2.5亿元，让这个处于武陵山腹
地的千年古镇不仅没有衰落，而且活
在当代。

“两艘300个客位的大型豪华游
船将起航，载着游客游乌江画廊。这

将是乌江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轮。到
时，游客将有游览高原漓江的感觉。”
景区负责人介绍，龚滩古镇将和附近
的红花渔村、金丝楠木群、乌江画廊风
景名胜区一起打包申报5A级景区，
最终目的是将龚滩古镇打造成峡江型
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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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龚滩古镇三大品牌绽放 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这个有着近1800年历史的重庆第一历史文化名镇，将打造成5A级景区

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留得住乡愁。
这里曾被国画大师吴
冠中盛赞为“是唐街
是宋城，是爷爷奶奶
的家”，并因此创作出
传世名作《老街》。这
里就是入选第七批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的酉阳龚滩古镇，重
庆第一历史文化名镇
终于实至名归，荣升
为“国家级”。

早春 3 月细雨蒙
蒙的清晨，走在龚滩
古镇的街上，会让人
不由自主产生比较。
这里像云南丽江，清
冽的空气，清净的环
境，有身在高原的感
觉，加上近 1800 年历
史文化沉淀的老街，
无处不在的物质文化
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都和丽江类似。
这里又像桂林漓江，
一样的喀斯特地貌，
只是这里的山更雄伟
奇特，乌江的水更深
更碧绿。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
体。我们要让游客到龚滩后，吃的是非遗，
精神享受的是非遗，让游客实实在在体验
到景区以‘非遗’为核心的文化元素。”景区
负责人说。

龚滩古镇兴建于三国蜀汉后主时，距
今已有1796年了。它曾是乌江上最繁忙的
盐码头，也是土家族聚居地。酉阳拥有国
家级非遗项目3项、市级非遗项目25项、县
级非遗项目198项。龚滩镇景区将这些非
遗项目全部集纳在龚滩古镇，并打造了一
档非遗文化节目《梯玛古歌》，每天在古镇
不定时免费演出。自2017年10月面世以
来，已先后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

“这是一台精心编排打造的饕餮文化
大餐，有着代表酉阳符号、古老而又神秘的
名字，以沧桑、深邃、厚重和神秘绽放在龚
滩西秦会馆的舞台上。”这是国家文旅部非
遗专家考察后的评价。

由于土家人独特的制作工艺，龚滩有
很多非遗食品，比如著名的龚滩绿豆粉，别
具风味。在龚滩，这样的土家美食还有很
多，如土家腊肉、龚滩酥食、龚滩香豆干等。

非遗成了龚滩古镇最靓丽的名片。景
区举办的“千年非遗闹龚滩·民俗文化过大
年”活动，连续两年登陆央视荧屏，亮相《新
闻联播》，向世界展示了龚滩独特的魅力。

“人们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保
护龚滩现有美景的基础上，如何创造新的
美景，让龚滩更美，是我们一直在思考和追
求的。与龚滩隔乌江相望的就是贵州沿河
县。2017年，我们决定在古镇内外大面积
栽种在云贵高原上怒放的三角梅。”

事实证明，景区开发者们这个决定独
具慧眼，三角梅花期长达半年，与龚滩的旅
游旺季刚好吻合。漫山遍野的三角梅娇艳
欲滴，与古镇的千年文化醇香交相辉映，在
风貌奇特的大山深处，倾诉着古镇的悠远
和空灵，让古镇在古朴中透出一丝艳丽。

“这里满眼都是风景，能提供奇特、空
灵的创作空间。”在正在打造的乌江栈道，
一名写生的大学生说。

因为吴冠中对这里的高度评价和他
创作的旷世丹青巨作《老街》，龚滩成了很
多高校师生的写生创作基地。景区负责

人介绍，从2017年开始，景区每年举办一
次全国高校师生写生艺术节，目前已经举
办了两届。来自四川美术学院等全国30
多所高校的 1200 余名师生来到龚滩写
生，古镇目前已经成为26所高校的写生
基地。

非遗小镇
这里的非遗能吃能看能动

鲜花小镇
古朴和空灵中透出艳丽

写生小镇
这里的每个转角都是风景

打造5A景区 建设峡江型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又是一年写生季又是一年写生季

远眺古镇远眺古镇

鲜花小镇鲜花小镇

从微镜头看重庆十八中的幸福教育

强化智慧教学
实现教育现代化

课件制作、教改中心、作业统计、资源中心
……打开智慧教学系统界面，可以看到既为教师
备课、上课服务，提供各种教学辅助资料、优秀案
例、教学用多媒体课件和素材，又为学生服务，提
供优秀教师的教学辅导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资
源。教室里面，学生正在根据老师的教学引导进
行VR实时体验，这是十八中智慧课堂的一幕。

走进未来感和科技感十足的创客中心，3D
打印体验、VR超级教室、物联网体验、DIY创意
切割、机器人编程，让人在感叹该校学生创新和
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也为未来学校的建设成果
惊叹不已。在3D打印区，一台桌面3D打印设备
机器正在打印一个模型，桌面的图纸上精密地计
算着上盖、下盖、椎体和气孔的尺寸，DIY创意切
割区桌面上的作品展现了同学们创意满满的精
美杰作。

“在校园管理上，现已实现校务管理系统、无
纸化办公系统、招生报名系统、学籍管理系统、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教师工作评价系统和家校
互动系统，就连选课也是学生、家长和教师通过
移动终端在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网络选课。”信息
中心卿钢介绍，近年来，十八中先后投入1000万
元以上建设图书馆、STEM创客中心、人文科学
中心、自然科学中心、录播教室、智慧教室等，提
升教育现代化程度，为学生学习创造更广阔自由
的空间。

信息化教学场景
微镜头

为 深 入 贯 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重庆市第十
八中学一直坚持

“树本砺新”的核
心理念，秉承“海
纳 百 川 ，德 建 名
齐”的校训，践行

“为每一位学生的
未来服务”的教育
宗旨，在加速教育
队伍成长、深化教
育改革、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和提升
教育现代化等方
面取得了优异的
成 绩 。 以“ 微 镜
头”、“微物件”的
形式，以小见大，
以物传情，可以晒
出十八中教育发
展的幸福。

绿韵书香校园
深化校园读书文化教育

古语云：“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说的
就是教育的潜移默化。漫步十八中校园，
校园内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在体现着
读书文化的引导和熏陶。

书香绿境校园雕塑彰显着绿色、人
文、创新的校园文化。绿意盎然的开放式
阅读吧里几位温文尔雅的少年正在翻阅
图书，轻声探讨……类似唱吧的“智能阅
读吧”刷卡即入，将声音与阅读有机融合，
让师生的阅读体验更加丰满。

树本书院、校史馆、图书馆、砺新博物
馆，校园主题雕塑、连廊文化、数字图书馆
等，形成了绿韵书香校园文化特色，为学
生提供快乐学习生活的空间。

教务处副主任刘源杰介绍，十八中的
图书馆拥有30多万册藏书，开放电子图
书馆，为学生创造优越的阅读空间。同
时，学校还将“海量阅读”常态化，除了中
文阅览室，还重金打造全英文阅览室。每
学期组织读书推介会、征文、演讲等读书
交流活动，让学生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
以诗文诵读活动为例，通过组织学生诵读
让他们获得古诗文经典的基本熏陶和修
养，接受中国传统美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
教育，增强广大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

学生陶醉阅读
微镜头

加速教师成长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这是高三教师团队集体教研的场
景。在重庆十八中，教师追求主动学习成
长已成为常态。

同样，在副校长李勇的办公桌上，整
齐地码放着选修课导入模板、推门听课笔
记，翻开北师大培训记录，密密麻麻梳理
着自己的思路、见解以及培训感言……一
个个细节，无不体现着教师用心用情投入
教育的情怀、心路。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提高教学
质量的根本在课堂。因此十八中为狠抓
教师素质的提高，开展了推门听课、校本
教研活动、校内自培、中国名校行等多元
化活动，并组织开展了教学大讲堂、青年
教师讲课比赛活动，在全校范围内掀起

“抓质量、促提升”的高潮。
“推门听课不仅仅是一种听课行为，

更是一种监督和学习，同时也是充分发挥
学校领导的示范引领作用，真正做到处处
为先，身正为范。学校希望通过开展这样
的活动，让所有老师都参与到学校管理中
来，以管理者的身份来审视学校的发展。”
学校教科处主任廖成有说，所谓的推门听
课制度，即校级领导随机推门听课不少于
60节，老师每期推门听课不少于40节，促
进教师成长，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集体教研
微镜头

构建4C课程体系
夯实学生综合素养

这是校长罗丞走进教室与学生一起听课，
体验多元化课程的场景。身在十八中的学生是
幸福的，翻开他们的选课表，有吉他、戏剧、英美
文化、绘画入门、现代戏剧到清宫戏中的历史文
化、MUN模拟联合国体验课、江北水资源调查，
还有篮球技巧……课程改革打造出优质教育的
新生态。

走进生涯规划全息教育教室，映入眼帘的
是各种职业的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物、自然物
模型和分门别类的心理读物，还有墙上贴满一
张张生涯彩虹图、学习兴趣雷达、生涯教育情景
活动表……这是学校立足学生成长需求，对学
生在校成长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专业性研究和
指导的“学生成长指导中心”的一角。中心秉承

“向光成长”的理念，运用积极心理学原理，通过
生涯指导、学业指导、生活指导、心理健康咨询
四大板块，为每个生命成长添动力。

事实上，这只是十八中多年来探索新课程
改革的一个缩影。据学校团委书记李剑介绍，
早在2016年，学校就明晰了核心素养与课程体
系的融合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以“树本课程”为
主，“砺新课程”、“海纳课程”为双翼，创新“百川
课程”的“4C”课程体系，同时还开设了80余门
选修课程，创建41个学生社团，建成两大市级
重点课程创新基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与综合
素质，助力学生个性化发展。

校长和学生一起上课
微镜头

谭茭 万芮杉 蒋伟希 图片由十八中提供

··酉阳酉阳
2019年3月 14日 星期四

策划 赵童 张亚飞 责编 屈茸 王萃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