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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教育
大会的召开到教
育部公布 2019 年
工作要点，“劳动
教育”重回大众视
野，已然成为当下
备受关注的教育
热点话题。

对于学校而
言，实际办学中该
如何补齐劳动教
育的短板，让实践
教育真正在校园
中落地生根？

綦江区文龙
小学用“开心农
场”实践育人基地
交出了亮眼的答
卷。

全能小记者綦江春苗农场采摘公益行

闲置地巧利用
美化环境变废为宝

2012年，原地处綦江城乡结合
部的文龙小学，因城市规划发展整体
搬迁至滨河大道。5年来，随着学校
建设的一步步成熟，校园各方面不断
优化，文龙小学已作为綦城东部一所
较为成熟的优质示范校。

与此同时，学校也出现了亟待解
决的新问题：在学校教学楼后方与社
区居民楼之间，有一片陡长的坡地，
因无人管理而杂草丛生。如何妥善
处理好这片坡地，成为考验文小人的
一大难题。

站在教学楼里，面对那片荒芜的
土坡，眼前的一畦春韭绿让校长刘德
锐萌生出大胆的想法：“孩子们大多
生活在城市，对传统的农耕文化知之
甚少，为什么不利用好这块土地，规

范地块，种植果蔬，把它变成培育学
生劳动素养的一方乐土？”

于是，学校各部门立马行动，在
区关工委、区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学
校得到当地双龙社区的极大配合，
2017年春，文龙小学“开心农场”破
土动工。9月，校园大型阶梯式农场
终于完工，由学校正式接手投入到使
用——凝聚文小教育人智慧、独具文
小教育特色的“开心农场”综合性教
育实践基地便应运而生。

“家校社区”共管理
班班都有“责任田”

两年来，这块面积不小的土地如
何在学校科学的管理之下，成为实践
育人的宝地？文龙小学教师团队群
策群力，不断摸索，让校园开心农场
在一步步的规范管理中呈现了教育

的活力。
“我们对农场实行了划片分班，

确保责任到人。”文龙小学相关负责
人介绍，学校根据农场地形特点，将
土地进行了划分，并根据年段特点，
将农场管理的任务主要落实到中高
段班级，各块土地上标识着责任班
级，农业文化。

班级有了“责任田”，学生参与农
场活动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也随之提
高。在班级“责任田”管理过程中，学
校将农场文化与学生兴趣小组有机
结合，各班以自愿原则组建了一支5
到6人的种植兴趣小组，并选出一名
小组长作为“小农场主”。种植组在
讲求地块种植的规范性、实用与观赏
性相结合下，加强对班级地块的文化
打造，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会手脑并
用，体验收获，真正明白“我劳动，我
快乐”的人生道理。

事实上，在分班自主管理的过程

中，除了让孩子们尽情参与其中，文
龙小学还充分利用家庭、社会的力
量，形成良好的家校社协同育人环
境。学校在双龙社区的协调下，为每
个班配备了一名社区志愿者，他们大
多是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居民，有着
丰富的种植经验。志愿者们参与协
助班级管理地块，同时利用空闲时间
对班级种植物进行维护。

目前，文龙小学“开心农场”志愿
者有12人，他们主要由附近社区居
民和学生家长构成。农场建设投入
使用以来，志愿者们绿化农场2次，
义务在农场内种植了桃李200余株，
利用寒暑假对服务地块维护整理、翻
新2次，进行了季节性菜种的更换，
为这块基地得以生机盎然的运作提
供着源源不断的支持与助力。

课程文化深融合
田间地头大舞台

“同学们，你们知道农业生产通
常要经历几个阶段吗？”“我知道，春
种、夏管、秋收、冬闲。”农场实践课程
中，只见孩子们在田垄间一边动手收
获着新鲜蔬菜，一边认真回答着老师
不时抛出的问题，在得到劳动技能锻
炼的同时，也完成了实践能力的积
累。

在文龙小学看来，实践教育离不
开劳动，但是单纯的劳动并不是教
育。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不仅要为学生创造劳动的环境，也需
要课程化的密切融入。

“开心农场”投入使用后，学校教
科研组很快开发了农场实践系列校
本课程，主要分为“课堂教学、种植实
践、综合实践活动”三大子课程。为
了保证教学时间，学校采取分散与集
中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课程实施，
每月两节实践课。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学校按照
学段年龄特点，在1-3年级开设种
子、蔬菜、农具认识，重在观察认知；

在4-6年级开设种植技能课，学习运
用农具、农场管理、进行农作物置换、
采购、买卖等综合技能实践。通过有
梯度的学习实践，让学生的“智商、情
商、农商、财商”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提
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今年，学校
正在申请《校园开心农场课程促小学

生四商发展的实践研究》市级课题。
如今，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呵护

下，“开心农场”呈现出一片生机，成
为了文龙小学名副其实的后花园，也
成为反映学校特色德育的一张亮丽
名片。
陈明鑫 刘洋 图片由文龙小学提供

把劳动教育搬到田间地头
綦江区文龙小学“开心农场”巧变育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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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所有着近60年办学历史
的学校，学校秉承“养得文心可雕
龙”的办学理念，深耕“立德育真龙，
雕琢养文心”的德育初心，不仅在校
园环境打造中厚植德育文化，还坚
持把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实践活动
作为整个德育工作的主线，让学生
在活动中长知识、学技能、享快乐、
积智慧。

近年来，学校品质教育收获喜人
成果。学校先后获评“全国基础教育

科研实验基地”、“小研究生国际合作
项目实验基地”、“重庆市绿色学校”

“重庆市最美校园书屋”、“重庆市书
法教育实验学校”等荣誉称号；多次
在区各类艺术节中获艺术节展演一、
二等奖，在机器人科技竞赛中获全国
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在国际赛
场上斩获铜牌，学子荣膺第6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区长奖。根雕校本特色
课程获第三届全国教育创新成果奖，
走进北师大展出。

厚植德育文化 打造书香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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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农场瓜棚观察瓜果生长特点

产城融合宜业宜居 重庆华南城蓬勃生长

近日，重庆南部发展势头
迅猛。据铭腾数据显示，从去
年 11 月至今，商品房成交量
重庆巴南区已经连续 5 个月
成交量领先。让市民感受最
深的不仅仅是龙洲湾、李家沱
等热点板块人居环境的提升，
还有一大批产城融合板块快
速崛起，比如生态、交通、区位
优势显著的重庆公路物流基
地，正成为重庆南部发展的全
新引擎和动力。

西南大学华南城中小学重庆华盛奥特莱斯小镇重庆华盛奥特莱斯小镇

重庆华南城于2014年1月17
日签约入驻重庆公路物流基地。
作为重庆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重
点建设项目、重点专业市场集群、
重点现代物流园，重庆华南城的建
设速度惊人——当年11月，华南

城就实现了首批商家抱团入驻。
2015年3月，建成了110万平方米
专业市场。2016年 7月28日，重
庆华南城食品批发市场开业，开业
商家逾1000户，日营业额超过了
2000万元。同年11月，华南城国
际酒店用品展示交易中心开业；
12月，华南城金属材料国际物流
中心奠基。2017年，随着华南城
国际灯饰批发市场开工、华盛奥特
莱斯的竣工以及营业、华南城五金
机电市场的开业……一个西南地
区商品交易市场龙头的雏形已经
显现。

据巴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重庆华南城落户巴南以来，坚持专
业市场、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多
种业态相结合，精心培育商业平
台，大力塑造发展品牌，拓展消费
市场产业链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提高了巴南全区的经济运行
水平。

重庆公路物流基地
是我市打造长江上游综
合交通枢纽、国际贸易
大通道而规划的“三基
地三港区”之一、重庆唯
一的公路物流平台。据
重庆市人民政府网站信
息显示，公路物流基地
已投运项目21个，累计
完成市场交易额达 720
亿元、税收 23 亿元，解
决就业岗上万个。重庆
公路物流基地的高速发
展，离不开华南城在其
中发挥的推动作用。

重庆华南城是中国
规划、建设、运营大型综
合商贸物流中心的领航
者，致力于开发建设集
多个产业门类为一体的
现代综合商贸物流基
地，推进区域经济转型
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在深圳、南宁、南昌、
西安、哈尔滨、郑州、合
肥等地，书写了“一座华
南城、一个经济圈”的传
奇。

重庆华南城不仅是大型专业市场
聚集高地，更是一座以商贸物流为核
心、高度产城融合的宜商宜居宜业产业
新城。

按照规划，入驻重庆公路物流基地
的华南城，不仅有八大专业市场及商贸
配套，也有学府大盘华南城巴南华府住
宅配套。随着巴南华府首批约3000套

房源交付，重庆华南城即将迎来定居浪
潮。

为了让更多人在这里居家生活方
便而美好，华南城集团不惜大手笔投
入，引入各项配套资源。

在商业配套方面，华南城打造华盛
奥特莱斯小镇，以“休闲+购物”的理念、
独特小镇式的建筑休闲风格、远离城市

喧嚣的购物体验，打造西南地区真正的
奥特莱斯。现在，华盛奥特莱斯小镇已
成功运营一年，成为重庆市民新的消费
目的地。

此外，华南城与欧亚达集团联合
打造的欧亚达家居小镇在今年3月正
式启动，将进一步繁荣华南城现有的
商品交易市场集群，也将成为重庆市
民一个选购家居建材产品、接触前沿
生活方式、提升生活品质的平台。

在教育配套方面，华南城引进的双
公立西南大学华南城中学、小学2018
年9月正式开学，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新型城市综合体为主的重庆华南
城二期，项目占地约4500亩，总投资超
400亿元，项目建成后汇集15万常住人
口以及8万户商家。重庆华南城将在
现有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基础上，加大
居住、商业、医疗、文化、教育、旅游等方
面的投入，注重生活配套和产业发展相
结合，将全面提升区域业态格局，完善
配套功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安
居乐业，成为重庆市的商贸核心区。

相信未来，在重庆蓬勃发展的华南
城，将不仅仅是一座现代物流和商贸基
地，更是一座配套完善、高度产城融合的
宜商宜居的美丽新城，让更多人畅享美
好生活。

刘利
图片由重庆华南城提供

产城融合
宜商宜居大城开启美好生活

蓬勃生长
“华南城速度”助力经济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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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南城大城格局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