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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小学 护航快乐童年

“让快乐成为习惯”
特色德育绘就多彩童年

“要做力所能及的事，绝不做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懒惰之人。”

“要热爱劳动，享受劳动带来的快乐。”
新学期开学，大坪小学一场以“传家风·

我家的劳动观念”为主题的班会活动热火朝
天。观看《开学第一课——劳动颂歌》视频，
自己动手制作主题手抄报，分享家庭劳动趣
事等，孩子们在欢笑声中体验劳动的快乐，
收获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道理。

无数个这样的“快乐德育”瞬间，构成大
坪小学孩子们的童年影像。

在这里，快乐不是偶然，而是一种习惯。
“人的价值生命高于人的智慧生命，让

每一个生命快乐成长，形成完整健全的人
格，比传授知识技能更重要。”大坪小学副校
长彭睿表示，“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学校把
德育特色创建定位在‘快乐德育’。”

怎样在德育中贯穿快乐因子？大坪小
学的答案是用快乐的教师影响快乐的孩子，
尊重孩子的成长需要以及用好家校社合力。

在大坪小学看来，“快乐德育”要求“师
生通心”，德育处坚持不懈地组织教师学习，
打造一支“安心、舒心、静心”从教的快乐教
师，用人格影响人格。

优美文明的校园环境就像学生成长的
阳光空气，“快乐德育”理念深入人心，每一
位师生都作为校园的“主人翁”，参与到校园
环境的设计建设中。通过“校园标识征集”、

“我的校门我设计”等一系列活动，现就读于
五年级（6）班的邹辑同学手绘的苹果图样被
征用，学生手绘的多彩图样被印上纸杯长期
使用；学雷锋、环保、读书、国粹等班级特色
文化建设以及每周一的特色中队展示，让每
一位孩子都能在个性化的班级文化中找到
归属。

在大坪小学的德育体系中，家长和社会
的力量不可或缺。学校成立“家长互动机
制”下的校级、班级家长委员会，家校合作编

写多个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常态化开展“学
雷锋”、“感恩”主题等活动，充分调动家长、
社会、学校周边德育资源。

如今，“快乐德育”已经成为大坪小学坚
持16年的德育品牌，屡获区德育品牌建设
一等奖，数年被评为区德育先进学校、德育
工作示范校。

“我的成长我做主”
多元课程成就“立志立新”

翻开大坪小学老师们的教案，你会惊奇
地发现，老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角色悄悄发生
了变化——教师不再是“满堂讲”的知识灌
输者，学生不再是一味接收的“活容器”，而
是知识的探索者、获取者。

从“教案”到“导学案”，看似两字之差的
背后，是大坪小学基于立德树人核心目标所
作出的“教”与“学”关系的转变。

“爱玩、有趣是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在快

乐中学习和成长，在学习中习得良好的习惯
和素养，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目标。”学校相
关负责人表示。

立足“理”与“趣”，大坪小学努力建设适
合少年儿童发展阶段特性的“理趣课堂”，变
传统课堂教学中的枯燥无味、活力不足为虚
实结合、理趣结合的互动课堂。“理趣课堂”
将课堂设计权充分交由老师，教师根据其基
本要素，对课堂形式进行大胆多变的尝试。

“数学写作”体验让冰冷的符号化身生
活小帮手，“让天气开口说话”让科学探索也
能充满童真，“语数竞赛大冲关”让考试评价
变成好玩有趣的游戏，“善意的谎言与诚信”
辩论赛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应用
……

“理趣课堂”理念下，老师“主动让学”，
将课堂主导权充分交还给学生，学生“我心
向学”，在探索合作中体会学习的乐趣，收获
知识与能力。

让每一种个性都得到“自由生长”，是大
坪小学教育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志新课程”体系下，学校围绕志德、
志趣、志美、志健、志能五大课程群研发了
《我的志向》《让鸡蛋飞》《我爱小发明》《创意
瓦块画》《乐乐和声》《PK田径》等48门校本
教材，形成独具大坪小学特色的课程体系。
开设包括篮球、足球、阅读、音乐、诗词等在
内的各类选修课程80余门，搭建各类成长
展示舞台，尽可能为每一位孩子的成长提供
多种可能性。

不仅如此，大坪小学还以校本为出发
点，用创客教育思想编写创客教育课程。今
年3月，在第34届渝中区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大坪小学凭借“不用电智能延时冲
水器”、“智能噪音调节窗户”、“蓝光危害
——探秘屏幕蓝光”3个项目获评区级一等
奖，并推送参加市赛。

“荆棘”开出向阳花
健康体育助力强能修身

走进大坪小学，操场正属于施工状态，
没有办法进行体育训练。但正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大坪小学竟接连培养出陈乾沣和彭

玺瑞两位全市跳高冠军，且都被保送到巴蜀
中学。

场地受限的条件下，大坪小学是如何做
到的？

“两位孩子都很有天赋，也都很努力，加
上家长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共同取得了好成
绩。”谈起两位冠军的培养秘诀，主教练欧健
民老师有些腼腆。

作为重庆市田径、篮球两项传统项目学
校，大坪小学历届领导班子都十分注重学生
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在大坪小学，没有传统的‘语数外是主
课，体育是副科’的概念，让孩子习得知识的
同时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尤为重要。”校长
李雪梅一语道破体育教育的重要性。

提起传统的体育教育，大多数时候都以
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强调严密组织、严
格纪律，重视“三基”教学，从而忽视学生这
一课堂主题的参与。

多年前，大坪小学从“理趣课堂”模式，
创编“游戏、比赛教学模式”，即化传统体育
课堂为“游戏+比赛”的模式，以体育教学游
戏调动学生积极性，既聚焦体育理论知识，
也注重肢体之趣，培养孩子的健康意识、行
为习惯、运动能力和体育意识和品德。

互动式热身、互感式体验、互通式学习、
互助式游戏、互竞式比赛、互勉式评价，体育
课堂摇身一变，变成学生自主体验，寻找乐
趣的游戏场。原本单一、乏味的体育课，在

“理趣课堂”模式下，让教师真正达到“理与
心合，以趣立学”，让学生们都充分享受和体
验到肢体之趣的魅力，体会坚持不懈、拼搏
向上的体育精神。

“大坪果果”们在各级各项比赛中获得
各项荣誉，这既是孩子们热爱体育的成果，
也是背后教师团队辛勤付出的结果。

在大坪小学，以冠军老师欧健民为代表
的10余位体育老师，在体育组组长李春的
带领下，将体育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学校体
育组将老师们分为几个专业小组，每周、每
月安排集体教研，成立“老带新”成长机制，
注重师德师风建设，让体育老师们在专业提
升的同时，成为孩子们精神上的引领者、生
活中的好朋友。

何霜 覃燕 图片由大坪小学提供

作为人生启蒙的黄金阶
段，小学教育不仅事关一个
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形成，也事关人生长足发展
基础的奠定和国民教育的未
来。新时代的小学教育要培
养什么样的人，成为需要教
育人用行动回答的时代命
题。

道虽远但行者必至，事
虽难但为者必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渝中区大坪小学以“立志立
新”办学理念为指引，坚持

“志美科技特色，静力优质名
校”的愿景，瞄准立德树人根
本目标，实施快乐德育，拓展
多元成长舞台，探索智慧校
园建设，走出迈向建设一流
名校的坚实步伐。

体育组老师与学生幸福笑脸

实施快乐德育、构建多彩课程、强化体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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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稳中有进开门红

“‘信易融’平台方便快捷，为我们申请了100万元的信
用贷款，解决了设备更新的难题，让我们在2019年实现了开
门红！”重庆蕴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璐对“信易融”
赞不绝口。

王璐口中的“信易融”，是全国区域性股权市场首个大
数据融资平台，于2018年底由重庆股份转让中心研发推
出。

“信易融”的投入使用实现了线上企业贷款和企业估
值，意味着中小微企业融资在大数据智能技术的支持下将
获得更多帮助。其中，企业360度画像和信用综合评价功
能正在解决企业投融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架起企业
与金融机构对接桥梁。

大数据为企业画像
大幅提升融资效能

“平台可以采集企业信用信息和股权交易情况等相关
数据，生成企业信用报告供银行查询。”中国建设银行重庆
分行工作人员表示，“信易融”平台极大缩短了银行审贷时
间，也降低了人力和资金成本。

通过“信易融”平台，银行可从更多角度评估企业信用
状况和成长性。“‘信易融’估算额度与实际贷款额度更贴
近，且获取时间更短、额度更高、利率更低。”一位获得贷款
的企业负责人说。

信易融的企业在线估值功能通过丰富的数据库资源，
有效解决传统人工估值收费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实现自动
化、批量化快速估值，有助于解决估值缺乏公允性等问题，
将有力促进中小微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股权融资。

据介绍，重庆股份转让中心大数据融资平台，重在实现
信用信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互动融合应用，从而大幅度提
升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效能，并以此助推信用体系不断
丰富和完善。

创新思路提档升级
打通“最后一公里”

“信易融”大数据融资平台只是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服务
中小企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通过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
的功能作用，用创新的思路着力打通中小微企业发展过程
中面临的“最后一公里”，助推多家民营企业上市，共帮助企
业实现各类融资796.04亿元，促进实体经济繁荣发展。

以孵化培育为例。重庆股份转让中心重点完善了区域

性股权市场板块设置，率先针对挂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
和差异化需求实行分类指导和分层服务，开设西部地区首
家科创板，为科技型、创新型企业提供专门的挂牌展示和投
融资对接平台。据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总裁张序介绍，截至
2019年2月，在重庆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的企业累计达
888家，其中有3家实现主板上市、3家通过并购重组上市、
28家进入新三板。

不仅如此，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还在行业内率先开展区
域性股权市场与区县政府合作设立产业基金的探索，重点
关注县域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以投代补的方
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

与此同时，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还通过区域性股权市场
积极推动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流转，提升企业股权价值，为企
业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截至2019年2月，中心
实现股权交易额375.53亿元，股权定向增发25.47亿元，重
庆区域股权市场已汇集来自全国的投资者7万余名，其中
机构投资者5903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服务到位有实效
降费增效集智聚力

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获得感，减轻企业负担，重
庆股份转让中心多措并举施行降费增效。从2014年起，重
庆区域性股权市场取消了托管企业初始登记费和托管年
费，每年减轻企业负担近1000万元。在服务功能不断完善
的前提下，从今年3月起，将孵化板、科创板和青创板的企
业的挂牌收费标准从1.8万元降到1.3万元，降幅达28%。
此外，该中心还为33家青创板挂牌企业免除各项费用150
万元，支持青年创新创业企业进入资本市场。

同时，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还形成了“中小企业全链条
价值服务体系”，结合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为企业
提供交流、培训、咨询等30余种服务项目。为此，重庆股
份转让中心重点加强了中介机构规范管理，督促其提升
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确保企业获得高质量的资本市场
服务。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大数据智能融资平台上深耕细
作，架起多方沟通交流的桥梁。稳抓稳打做好国企担当，为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张序说。

朱静 汪文静

重 庆 股 份 转 让 中 心
大数据助力高效融资
服务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成长相伴 关爱相随
当今社会，每个孩子都是

父母的掌中宝，每位父母都希
望孩子一生身体健康、事业有
成、家庭幸福，在父母的无限关
爱下茁壮成长。每个孩子的成
长非常漫长，需要经历婴儿、幼
儿、童年、少年、成年、结婚、生
子、养老等不同阶段，而无论家
庭经济状况如何，父母都愿意
倾尽全力为孩子创造力所能及
最优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条件。

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
如何能通过合理的财务规划来
实现家庭资产保值增值，来为
孩子的未来创造坚实的经济基
础？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父母来
说是个新的课题。目前市场上
大部分保险公司都专门推出少
儿年金保险，这类保险产品可
以实现专款专用、抵御通货膨
胀带来的财富损失，能帮助有
子女的家庭做好孩子的生活、
教育、工作等资金的规划，为孩
子的成长保驾护航。而大多数
父母在面对种类繁多的少儿年
金产品时，大都会产生疑惑，到
底哪一款才适合自己？

泰康养老成长相伴少儿年
金保险产品于2018年上市，该
产品主要用于满足企业员工对
子女的教育、婚假、创业、养老
等各个阶段全方位财务规划需
求。

保障特色：
（1）终身有钱领
第6个保单年度起连续给

付6笔特别生存金。满11个保
单年度起至被保险人59周岁，
每年给付一笔生存保险金。60
周岁至被保险人年满105周岁
每年给付一笔养老保险金，养老
保 险 金 为 生 存 保 险 金 的
120%。特别生存金、生存保险
金和养老保险金三笔资金为孩
子一生保驾护航。

（2）给付有保证
养老保险金保证给付至被

保险人100周岁，如果被保险

人在100岁前身故，将向受益
人一次性给付60-100周岁的
养老保险金总额扣除已给付的
养老保险金数额后的余额，让
父母的爱长久陪伴身旁。

（3）稳健更增值
年年分红，月月万能结息，

定期投入可获长期稳定的收
益，让财富伴随孩子一起成长，
为梦想插上斑斓的翅膀。

（4）豁免享关爱
成长相伴可附加投保人豁

免，如果投保人发生合同约定
的重疾、轻症、身故、全残疾病，
投保人无需缴纳成长相伴年金
的剩余保险费，保单保险责任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如果投保
人不幸出现意外风险，孩子保
险利益依然有效，免除父母后
顾之忧。

（5）产品功能全
成长相伴还可附加为I保

百万医疗险，真正一站式帮您
解决子女在教育、创业、婚嫁、
养老、医疗等全方位需求。

案例演示：
某企业员工王先生（40岁）

为自己的孩子贝贝（10岁男）投
保了“泰康成长相伴保险计划”

选择5年缴费，成长相伴年
金保险保费每年缴费10万元，
投保人豁免保险费 1259 元。
为 I 保医疗保险首年保险费
1877元（为 I保医疗保险11-
15岁保险费为1154，之后保险
费每5年调整）。

王先生42岁时进行了冠
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豁免后
期应交纳的成长相伴年金的保
险费，合计豁免201259元。

假设按中档红利4.5%、中
档万能账户4.5%复利累积，贝
贝的爸爸根据需求，对万能账
户进行部分领取。领取计划如
下：
赔付医疗险保险金19万
万能账户累计领取金额285.8
万元

上述案例的红利水平是基于公司精算及其
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
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不确
定，有可能为零。

上述案例的万能结算利率是基于公司精算
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的历史经营业绩，也不
代表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案例中万能账户
最低保底利率2.85%,最低保底利率之上的投资
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送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
中、高档利益演示水平。

成长相伴，关爱相随，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
天使，祝愿所有的天使宝宝都能在父母的关爱下
茁壮成长，幸福一生！

赔付医疗保险金19万元
万能账户领取金额28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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