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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读

翰墨书香润泽精彩童年

书法奠基孩子精彩童年

全体系保障
墨染书影新天地

渝北区新牌坊小学创立于2002
年，建校之初，学校就前瞻性地提出
了打造书法特色的目标。学校成立
书法特色教育领导小组和书法教育
发展中心及书法教研组，申请书法特
色教育专项经费，完善教学、教研、培
训、活动、成果、评价等管理制度，从

组织、资金、制度、师资等方面给予全

面保障。

历经10余年的不懈探索，新牌

坊小学的书法教育在重庆市教委、渝

北区教委、重庆市教科院、重庆市书

协、渝北区书协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犹如雨后春笋般生根发芽，拔节

成长。

走进新牌坊小学，从大门外的

《论语》墙到“墨香书影”主题文化石，

从马头墙上悬挂着的“书圣楼”牌匾
到“书圣大厅”王羲之塑像及其代表
作《兰亭集序》，学校处处可见书法倩
影，可闻翰墨芬芳。

近年来，学校以“墨香书影”为主
题，以书法为基本元素，打造校园文
化环境。用中华传统经典书法元素
和师生优秀书法作品，重点打造文化
墙、百米“书法长廊”、“书法园地”等
物质载体，赋予校园环境潜移默化的
育人能量，从而提升师生的精神品质
和艺术修养。

此外，为适应书法教育发展的需
要，学校投入资金50余万元打造先
进的书法专用教室，并重点打造“岚
坊书院”，作为名家及师生的优秀作
品展示场地和师生创作场地。

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教育发
展的不竭动力。为全面保证师资队
伍的专业性，新牌坊小学成立书法名
师工作室，邀请重庆市书法家协会秘
书长周庶民、重庆市书法教研员吴启
菊、重庆书协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李健
等书法名家进学校，坚持间周一次对
书法教师进行培训。目前，学校拥有
4名专职书法教师、33名兼职书法教
师。其中不乏唐建军、徐宗兵、胡彦

等市赛一等奖获得者。

全方位实施
畅游书法大世界

“‘饰文字以观美’这是鲁迅先生
对中国书法艺术的诠释，浓淡相宜，
书法蕴含着中国最古典的美……”伴
随着书法老师的讲解，孩子们在一幅
书法作品的赏析课中如痴如醉。

这样的场景，早已成为新牌坊小
学教育生活中的经典场景。

“新牌坊小学以书法教育为支
撑，将书法教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书法内容
为载体，融入学生德育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以书法训练为手段，
培养孩子良好的书法技巧、审美能
力、行为习惯、意志品质和道德情
操。”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立足于“书写人生，放飞理想”的
办学理念，新牌坊小学将书法教育纳
入校本课程体系，开发由书法教材、
书法校本教材组成的教材体系，建构
包括书法技巧课、书法故事课、书法
创作课、书法赏析课、书法应用课、书

法感悟课6大课型，为书法课堂研究
提供了开拓性的思路。

除此之外，学校还将书法教育与
艺术教育结合，在一、二年级开设硬
笔书法课，三至六年级开设毛笔书法
课，专门开设了书法兴趣班、提高班
和创作班，组建了“羲之班”书法社团
和教师书法沙龙，让每一位孩子都有
机会认识书法、爱上书法、享受书法。

以“临空翰墨”全国中小学教师
书法作品展系列活动为代表，新牌坊
小学形成“两大常规活动+两大品牌
活动”体系，包括每年6月举办的书
法艺术节活动和长廊书法作品展以
及每年举办一次的毕业生优秀书法
作品收藏典礼。丰富的活动平台，既
检验和展示了学校的书法特色教育
成果，也提升学校的品牌知名度和影
响力，增强师生们的荣誉感、成就感、
自豪感和凝聚力。

如今，新牌坊小学人人能写、人
人爱写，无数孩子在翰墨书香中成就
精彩童年，书法特色早已成为学校一
块亮眼的名片。

谭茭 万芮杉 覃燕
图片由新牌坊小学提供

“临空翰墨·第八届全
国中小学教师书法作品
展”系列活动日前在重庆
举办，渝北区新牌坊小学
学生齐诵《兰亭集序》，场
面蔚为壮观。中国书协主
席苏士澍出席活动并在专
题讲座《写好中国字，做好
中国人》中表示，要大力弘
扬汉字书法文化，帮助青
少年坚定民族自信和文化
自信。

作为教育部规范书写
教育特色学校、重庆市首
批书法教育示范学校、重
庆市首批艺术特色教育学
校，渝北区新牌坊小学立
足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秉
承“书写人生，放飞理想”
办学理念，以“墨香书影”
为文化理念，将书法艺术
教育作为学校特色发展的
核心内容，通过书法教育
坚定民族自信和文化自
信，奠基孩子精彩童年。

渝北区新牌坊小学以书法特色育人

据新华社成都 5 月 4 日电 （记
者 吴晓颖）在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邻
水中学校园内，革命英烈许建业的半身
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每年，邻水中学新
生入学教育、学生入团入党宣誓仪式都
在此举行，这位令学生敬仰的校友投身
革命工作、献出年轻生命的事迹被后人
广为传颂。

许建业，原名许明德，1920年出生
于邻水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5年
考入邻水县立中学。1937年全民族抗
战爆发，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许建业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担任中共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组
织委员、书记。1938年底，他被调到重
庆，以天府煤矿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
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在这
段日子里，许建业把微薄的工资大部分
用于救济贫苦工人，很快和工人们建立
了深厚友情。他教工人识字、学算术、
唱歌，并逐步开展革命思想启蒙，宣传
抗日救国真理，进而培养工人骨干，发
展党组织。他多次机智果敢地领导工
人进行罢工斗争，反抗资本家残酷压
榨、克扣虐待工人。

皖南事变后，许建业到重庆大溪河
小学任教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考
进重庆和成银行任会计，在中共川东特
委工运委员的领导下做海员工人的工

作。1943年夏，在中共巴县中心县委
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以朝天门粮食仓库
和沙湾仓库会计身份为掩护，从事工人
运动。

1945年，根据组织安排，许建业到
贵州遵义了解情况，开展工作。不久奉
命返回重庆，在渝工轮渡公司任会计，
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47年5月，负
责中共重庆市委工运工作。1947年
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
任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

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许建业
在重庆磁器街一茶馆接头时被捕，先后
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经受了
敌人种种酷刑和劝降，始终坚强不屈。
7月21日，他被押赴重庆浮图关刑场，
在刑车上，许建业身戴刑具，昂首挺胸，
沿途不停地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
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
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8岁。

许建业：从容就义气如虹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记者 温
竞华 王秉阳）国家卫健委日前公布相
关调查结果称，目前我国低年龄段近视
问题比较突出。同时提示，不科学使用
电子产品是近视高发的主因之一，6岁以
下儿童要尽量避免使用手机和电脑，家
长在孩子面前应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
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
为71.6%，高中生为81%，近视防控任
务艰巨。

国家卫健委此前发布的《2019年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健康教育核心信
息》提示，0到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关
键期，应当尤其重视孩子早期视力的保
护与健康。

核心信息指出，长时间或近距离盯
着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电子屏幕，是近
视的原因之一。6岁以下儿童要尽量
避免使用手机和电脑。家长在孩子面
前应尽量少使用电子产品。

入学后，学校使用电子产品的教学
时长原则上不应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课余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
至40分钟后，应休息远眺放松10分钟。
非学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
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

此外，儿童青少年读写连续用眼时
间不宜超过40分钟，并应留出充足的白
天户外活动时间。教师和家长应引导孩
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每天让孩子进行2
小时以上的白天户外活动，寄宿制幼儿
园的户外活动时间不应少于3小时。

国家卫健委：

应尽量避免学龄前儿童使用手机和电脑

韩国称朝鲜试射短程发射体
➡韩国4日称朝鲜当天试射数枚短程发射体，发射体类型不详，发射体飞行距

离约70至200公里。目前，朝鲜方面还没有就此事发布消息。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5 月 4 日电 （记者
胡浩）记者4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
到，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信运营
商、线上旅行服务商数据，经文化和
旅游部综合测算，2019 年“五一”假
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3.7%；实现
旅游收入1176.7亿元，按可比口径增

长16.1%。
统计数据显示，“五一”劳动节假日

四天，亲子、研学等形式的家庭游成为
热点，拉动了文化、休闲、餐饮等消费。
文化和旅游消费额在501元至1000元
之间的游客比例最高，为38.0%；游客
平均外出停留时间为2.25天，较清明
假期增长9.5%。

“五一”假期国内旅游人数1.95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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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泰国国王玛
哈·哇集拉隆功（左）和素提
达王后在曼谷大王宫出席
加冕仪式。泰国国王玛哈·哇
集拉隆功加冕典礼4日在曼
谷大王宫举行。

国王加冕典礼将持续3
天，据泰国公布的日程，国
王5日将授予王室成员新的
封号，并率盛大的出行队伍
巡游，6 日则将在大王宫外
围与民众见面，并接见各国
使节。
（本栏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5 月 4 日，
中国海军临沂舰
官兵在分航仪式
上向俄舰挥手道
别。历时 6 天的
中俄“海上联合—
2019”军事演习完
成全部预定科目
的演练，于 5 月 4
日在红方联合指
挥部举行闭幕式。

▶这是5月3日拍摄
的美国杰克逊维尔市圣
约翰河中一架波音 737
客机。美国官员3日说，
一架波音 737 型客机当
晚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
维尔一座军用机场降落
时，从跑道上一路滑入附
近河中。全部 143 名乘
客和机组人员得以逃生，
其中多人受伤。

泰国国王
加冕

美国客机滑入河里中俄军演圆满结束

图说天下图说天下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好故事、好
风景、好形象，要有好传播。5月4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委网信办获悉，自4
月中旬我市启动“行·重庆——2019网
络达人重庆行暨文旅融合金点子征集”
活动以来，相关话题在网络总参与量超
过28亿次，其中，仅抖音平台累计播放

量超27亿次，今日头条阅读量达8199
万次，高效创新传播带火重庆多个区县
旅游。

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文化
强市，不仅要有好的“家底”，还要有创
新性大手笔宣传推荐。4月14日，重庆
市委网信办、重庆市文旅委积极适应新
兴媒体平台分众化、差异化、可视化、社
交化的传播趋势，创新话语体系和表达
方式，联合启动了“行·重庆——2019
网络达人重庆行暨文旅融合金点子征
集”活动，共邀请今日头条、抖音、西瓜
视频、火山视频等平台的全国22位知
名网络达人实地游览重庆新景，感受重
庆人文，助力乡村振兴，推介巴渝美食，
献计重庆文旅发展，推动重庆文旅融合
发展。

4月14日至18日，达人们分两组
对渝中、江北、南岸、渝北、涪陵、合川、
荣昌、铜梁、奉节、巫溪、巫山等11个区
县的49个景区景点，进行了线下素材采
集和直播。4月19日，今日头条率先启
动了“行·重庆”——重庆穿越之旅、网
络作品征集活动。4月25日起，抖音、
西瓜、火山同步上线了“行·重庆”主题，
分别推出“重庆穿越之旅”“美食达人重
庆行”“火山带你游重庆”等话题。

“在人们的印象中，重庆一直是吃
货的天堂，重庆火锅、重庆小面、重庆江
湖菜都是著名的美食名片，当我真正来
到重庆以后，才知道重庆的美食远远不
只这些，几乎每一个区县都有自己的招
牌菜，连一包小小的榨菜都可以做出一
桌琳琅满目的榨菜宴，真是令人叹为观
止。”达人“呲食塘”称。

“我一直行走在世界各地，看过各
种风景、与各种人交流。但重庆给我的
感受太不一样，主城区发展日新月异、
开放包容，周边区县有着极其壮观的山
水风景，处处都有热情如火的重庆人。”
旅行达人“大鹏—行走的力量”在其朋
友圈如是写道。

据介绍，在本次活动中，受邀网络
达人通过实地体验重庆新景和人文魅
力，创作了上百件有温度、接地气且“直
抵人心”的视频、图文作品。这些作品
发布在各大平台上，引起海量网友互动
参与。截至发稿时，抖音平台带动话题
视频数量23.3万件，话题视频累计播
放量超过27.2亿次，累计点赞6858万
次；今日头条平台总阅读量达8199万
次；火山平台带动视频作品1417个，总
播放量超过279万次；西瓜平台总播放
量超过175万次。

“我就是在抖音上刷到白帝城美景，
这次专程赶来打卡，欣赏三峡壮美诗画，
确实别有韵味。”5月2日，在奉节白帝城
景区，来自上海的网友张嘉欣表示。

5月3日，在南岸弹子石老街，北
京网友冉佳边欣赏美景边做网络直
播。“我是在火山视频刷到这一景点
的，深为其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美
景折服，这次专门前来拍摄取景，希望
我的‘粉丝’量也有新的突破。”她兴奋
地说。

在本次采用客源地文化视角和语
境下的创新营销策略下，这个“五一”假
期，“行·重庆”活动中网络达人素材
采集和直播的各区县游客接待量均
呈现明显增长。比如，巫溪接待游客
18.778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644.1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38%、52.34%；奉
节接待游客 30.85 万人次、实现旅
游 收入近 1.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63%、57.02%；荣昌接待游客22.24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9609.07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39.14%、93.93%；铜梁
接待游客3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2%、10%。

据悉，本次活动集中传播将持续至
5月下旬。

全国网络达人重庆行带火旅游
多个区县游客接待量全线飘红

4月 14日，重庆市委
网信办、重庆市文旅委联
合启动“行·重庆——
2019网络达人重庆行暨
文旅融合金点子征集”活
动，共邀请今日头条、抖
音、西瓜视频、火山视频
等平台的全国22位知名
网络达人实地游览重庆
新景，献计重庆文旅发
展。活动启动以来，相关
话题在网络总参与量超
过28亿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