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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少年宫这个过去只有城里
孩子才能享有的场所，在农村地区的乡
镇学校也变得随处可见。美术兴趣室
里，孩子们亲手绘成的一幅幅素描、水
彩画跃然纸上；趣味活动室里，孩子们
棋盘对弈一较高下；手工制作室里，窗
花在孩子们手中神奇绽放……

近年来，重庆市在乡村学校少年宫
项目建设工作中，有效发挥阵地平台作
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让农村未成
年人花开童年、逐梦未来。

支持“一宫一品”建设
将传承性、情感性、创新性注入项目中

在涪陵区蔺市镇中心小学，泡菜腌
制兴趣小组颇为风靡。

六年级学生王晓加入泡菜腌制兴
趣小组一年了，她说起泡菜来头头是
道。“我们每周制作一坛泡菜，将切好的
胭脂萝卜放进盐水坛后，还要加仔姜、
青花椒、红辣椒提味，一周后就能取出
来品尝了。味道好的，还送到学校食
堂，让全校师生都尝尝鲜。”

王晓在少年宫学到的这一技之长，
让家中长辈赞不绝口。她的爷爷说，自
己曾担心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制作
泡菜这一流传几百年的老传统会失
传。见娃娃们腌制的胭脂萝卜像模像
样，他放下心来。

乡村学校少年宫在重庆启动建设
以来，全市立足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加强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
项目开发特色化指导，支持“一宫一品”
建设，将传承性、情感性、创新性注入活
动项目中。

各乡村学校少年宫着眼传承和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开展“寻根
乡愁·留住非遗”“寻根乡愁·留住丹青”
等活动，开设“川剧变脸”“小郎中”“木
叶吹奏”“癞子锣鼓”“海棠唢呐”“古韵
铜丝画”等课程，培养出一批非遗小传
承人。

重庆市着眼培养乡村文化振兴接
班人，开展“寻根乡愁·留住农耕”“寻
根乡愁·留住美味”等活动，引导乡村
学校少年宫开设“农耕园”“小鲁班”

“铁匠铺”“泥塑”“幸福豆花”“烧白工
作室”等课程，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
用乡愁记忆激发建设家乡、报效祖国
的梦想。

全市还连续六年开展“最美家书”
活动，引导乡村学校少年宫50万留守
学生每月给在外务工的父母写一封家
书，征集优秀作品30万件，激发学生爱
家爱国之情。开展“寻根乡愁·留住匠

心”——重庆市乡村学校少年宫“劳动
小能手”典型选树活动，举办航模大赛，
共评选出120名“劳动小能手”。

多元的学科门类、丰富的活动内
容、新颖的教学方式等，优化了乡村学
校的学科结构，拓宽了乡村学校教学思
路。以乐促智、以技促能，亦学亦乐、增
智增趣，广受好评、深受欢迎，学生参与
率达到95%以上。

小书法家、小画家、小作家、小音乐
家……在乡村学校少年宫的熏陶下，孩
子们在潜移默化地变化着，他们的成长
总让家长和老师惊喜连连。在学生家
长周雪萍看来，乡村学校少年宫最大的
好处，除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更重要
的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让他们觉得

“我也行”“我不比城里孩子差”。

精准关爱帮扶
让农村娃健康成长

“咿……呀……啊……呜……”4月
27日，南岸区迎龙小学教室里，数十名
学生正围在一起进行川剧练声，教授她
们的是乡村学校少年宫校外辅导员、重
庆市川剧院青年演员周星雨。

在重庆市留守女童戏剧心理辅导
暨红樱桃夏日心爱心理巡讲中，众多心
理专家、川剧表演艺术家来到留守女童
身边，帮助她们进行心理健康问题筛
查，让她们告别心理疾患，健康成长。

“她们从小就没有享受到父母的陪
伴，过早地体验了亲情的缺失，如果直

接进行心理辅导，她们很难接受。”周星
雨表示，之所以教孩子们练习川剧，就
是为了打开她们的心扉，先和她们成为
朋友，再以朋友的身份为她们排遣心理
困惑。

重庆市依托乡村学校少年宫平台
渠道，精准关怀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针对农村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重庆
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红樱桃
义工协会每年组织开展乡村学校少年
宫心理健康巡讲600场，进行心理咨
询、个案辅导、跟踪调研；开发乡村学校
少年宫戏剧心理辅导课程，举办“拒绝
网瘾”等主题示范活动并进行推广。组
织文明校园为乡村学校少年宫援建一
个心理辅导室。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孤单、无助、生
活困难等问题，全市连续六年坚持开展

“红樱桃·四季有爱”行动，每年发动爱
心单位、爱心家庭志愿者参与，在春天
为乡村学校少年宫和孩子们义种樱桃
树，在夏天为留守女童开展生理卫生知
识讲座300场并赠送3万份爱心礼包，
在秋天组织城乡孩子进行“书菜互换”，
在冬天为10万留守儿童义织帽子、围
巾、手套，让他们心有所援、爱有所依。

针对特殊儿童困难问题，全市每年
通过乡村学校少年宫组织覆盖乡镇的
特殊儿童到主城开展红色之旅研学活
动，带他们触摸春天，参加“我的声音
你的眼睛”观影活动，到烈士墓、渣滓洞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

基因，点亮希望。

“联盟化”+“五个一百”志愿服务
解决乡村学校少年宫师资难

这几年，重庆的乡村多了不少小小
书画爱好者。在书法名家刘俊京、邢德
安，国画大师方凤富、墨痴等的带动下，
国内和重庆市书法家、美术家协会100
名会员与乡村学校少年宫结对成立爱
心书画学校，制定培训方案，编写书画
校本教材，义捐书画作品筹集资金为孩
子购买文房四宝，坚持每月一次现场授
课或远程教学开展“书画名家一堂课”，
累计已48000学时。

书画家们还与乡村学校少年宫合
作，每学期开展一次校园评比和书画
展，每两年为少年宫出版一本学生优秀
作品集，六年来已为100所少年宫各出
版一本书画作品集，圆孩子书画梦。

重庆市文明办负责人介绍，师资
问题一直是制约乡村学校少年宫发挥
作用的瓶颈，通过探索，重庆市建立起
辅导员联盟，开展“五个一百”志愿服
务，有效缓解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师资
困难。

辅导员联盟包括区域辅导员联盟、
专业辅导员联盟、大学生辅导员联盟。
各区县乡村学校少年宫管理办公室整
合本区域内在校教师、退休教师队伍，
吸纳文化服务中心、群艺馆、博物馆等
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特长人才，建立本区
域辅导员联盟，根据各乡村学校少年宫

申报的项目需求，统筹调配安排辅导
员。全市各级文明校园还发挥示范作
用，18所高校结对帮扶乡村学校少年
宫，以学校为单位招募建立大学生服务
乡村学校少年宫志愿者库，结合学生特
长和兴趣爱好，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
周末、节假日、寒暑假到乡村学校少年
宫担任校外辅导员。

“五个一百”志愿行动则是大型志
愿行动，包括——

“百家传艺”志愿行动，组织全国音
乐、书画、体育等文体名家走进乡村学
校少年宫，带动重庆本地书画、戏曲、音
体工作者加入，全市已有2300余名文
艺志愿者长期在乡村学校少年宫教学。

“百匠传技”志愿行动，充分利用重
庆这个“非遗”大市的先机，招募3000
多名民间能工巧匠走进乡村学校少年
宫，传承传统、培养传人、发扬“非遗”。

“百社传爱”志愿行动，组织主城九
区100个大型社区的3万爱心家庭与乡
村学校少年宫结对，搭建起市民奉献爱
心的桥梁。

“百医传道”志愿行动，组织百名老
中医和心理专家志愿者传授中医知识、
心理健康知识等，帮助学生强身健心。

“百厨传味”志愿行动，组织700余
名乡间民厨，教学生学习地方特色美食
烹饪制作方法，让乡村孩子掌握生活常
识，做出美食，引导他们记住乡愁。

创新述职考评
保障乡村学校少年宫运行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文明办获悉，截
至2018年底，重庆市已建成乡村学校
少年宫532所，惠及60万名农村未成年
人。重庆市创新地将工作述职这种形
式引入对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考核形式
中，将实地考察、工作述职等结合，对乡
村学校少年宫进行综合考核，差别性拨
付，分类补助。

除了师资困难，重庆的乡村学校
少年宫还普遍存在运转经费不足的问
题。怎样缓解资金难题，保障乡村学
校少年宫正常运转？市财政局综合处
调研员童加跃说，重庆在组织动员社
会力量帮扶关心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基
础上，对参加述职的乡村学校少年宫
评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按照“差
别性划拨”原则和“以奖代补”的方法
划拨运转经费，充分调动各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积极性。在中央彩票公益
金补助运转经费的基础上，市财政局
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保证少年
宫活动的开展、耗材的购买，使其能正
常运转。

重庆市财政局综合处处长戴学凤
告诉记者，重庆创新述职考评工作方
式，建立了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建设骨
干培训暨述职考评会制度，按照主城
区、渝西片区、渝东南片区、渝东北片区
4个区域分片区举行。每年每个片区约
有一百多个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负责
人参加述职。述职既是一次工作汇报、
成绩展示，也是一次经验交流、学习互
鉴。

今年，全市还正在新建84所市级
乡村学校少年宫，这批项目建设完成以
后，重庆市33个贫困区县乡镇中心小
学将实现乡村学校少年宫全覆盖。

有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农村娃不再
只有牛羊和泥巴相伴，琴棋书画也样样
能行，孩子们在这里寻知识的宝藏、追
逐快乐的足迹、收获道德的感悟，一个
个美好的梦想，在孩子心中开花。在同
一片蓝天下，农村孩子的童年与城市孩
子一样精彩。

在山城重庆，有这样一群“新时代
重庆好少年”（下称“好少年”），他们有
的品学兼优、多才多艺；有的自强不
息、孝顺乐观；有的乐于助人、奉献社
会……小小身体却拥有大大能量的他
们，展示着“好少年”的风采。

2018年以来，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帮助未成年人“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中央文明
办、教育部等5部委的统一部署，市委宣
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委、市妇
联、市关工委联合开展了“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好少年”成为山城
孩子成长的精神力量。

寻找“好少年”让榜样立起来

如何寻找“好少年”？
市文明办介绍，我市坚持“学生的

榜样学生找”的原则，动员学生推荐心
目中的“好少年”。全市各中小学校充
分发挥主阵地、主渠道作用，动员学生
自荐、同学互荐、老师推荐，把发现榜
样、推荐典型的过程变成教育、学习的
过程。这种同伴教育，同伴相互激励的
好办法，吸引全市3000多所学校的学
生参与，见贤思齐的氛围在学生中愈发
浓厚。

学生们推荐出上万名心目中的榜
样人物后，学校、区县层层把关、严格审
核，并通过报纸、电视、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进行宣传公示，接受学生和社会
各界监督，确保事迹可靠、优中选优。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
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主办单位每
季度召开评审会，邀请市内知名教育专
家现场监督指导，对进入候选的同学事
迹进行综合评审，每季度评选出30名

“好少年”，2018年，永川区萱花中学学
生刘佳入选首批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并参加了在河南洛阳举办的全国“新时
代好少年”发布会。

刘佳出生后便成为弃婴，先后被几
个家庭领养，尝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酸
甜苦辣。她逆风而生、阳光向上，乐观
面对生活，真情回报社会。没有父母，
她将孝心献给身边的空巢老人，给老人
们讲故事、打腰鼓、说笑话，成为他们共

同的“小孙女”。9岁时，刘佳就在学校
成立了“刘佳志愿者服务小分队”，带领
小伙伴开展礼让斑马线、洁净家园、服
务社区等活动，将爱心接力发扬光大。

展示“好少年”让榜样活起来

为把“好少年”的风采展示出来，重
庆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网站等各类媒
介进行宣传报道，组织学生收看事迹发
布会，并在校园中开展丰富多彩的展示
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好少年”、走近

“好少年”、学习“好少年”，营造见贤思
齐的良好氛围。

市文明办牵头组织，各区县文明办
积极配合，深入挖掘30名“好少年”的
先进事迹，为每名“好少年”拍摄视频短
片和录制广播节目。2018 年 5月 15
日，2018年第一季度“好少年”现场发布
会在重庆市人民小学举行，随后，三场
季度发布会相继举行。

发布会创新举办方式，植入访谈环
节，通过主持人、现场学生观众与“好少

年”的深情对话，展示“好少年”的心路
历程，以及积极向上、阳光乐观、活泼开
朗的精神面貌。

重庆市第四十二中学学生蔡金言
坐着轮椅，带着自信的笑容来到现场，
她5岁时因跳舞受伤导致下身瘫痪，但
残酷的病魔没有打垮她，反而造就了她
积极乐观、坚韧不拔的性格。

班主任陈劲松说，“蔡金言是一个
非常乐观、开朗的同学。她并没有觉得
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能做到的事
情，她都能做到。”

进入中学阶段后，学习的要求相对
小学提高了不少。起初，老师们常常担
心蔡金言的身体吃不消，然而蔡金言没
有一次迟到早退，成绩也名列年级前
茅，她已是班级中刻苦学习、遵章守纪
的典范。

许多家庭通过电视、网络，了解“好
少年”的先进事迹。沙坪坝区小学五年
级学生朱靖宇看完颁奖晚会后说：“他
们比常人付出了更多努力，我们要学习
他们的自强自立。”

各区县文明办还组织“好少年”走
进社区，带动身边的同学及家长参加文
明劝导、清扫保洁等志愿服务活动，获
得家长、居民们的一致好评。同学们表
示，他们喜欢参加这些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像这些“好少年”一样，将爱与正能
量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争当“好少年”让榜样多起来

重庆市在评选后深入开展向“好少

年”学习实践活动，在社会、学校和家庭
进行全面地教育实践，让榜样的力量深
入人心，内化为青少年心中的行为标
杆。

“学有榜样、行有楷模、赶有目标”，
为持续推进宣传学习“好少年”，并形成
常态，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
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组织动员全
市4000所中小学，利用学校宣传栏、黑
板报、校园广播、文化长廊等对学生进
行潜移默化地熏陶影响，结合开展国旗
下讲话、主题班会、德育课等主题教育，
宣传学习“好少年”先进事迹，传承助人
为乐、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的优秀品德。

各区县还邀请产生“全国新时代好
少年”和“好少年”学校的校长、德育主
任带领“好少年”进校园、进社区、进家
庭，讲述他们的感人事迹，引导未成年
人在家庭孝敬父母、在学校尊敬师长、
在社会谦恭待人。

学生们主动将“好少年”事迹编成
歌曲、校园剧、小品，制成微电影、小视
频等，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他
们的先进事迹。

“他们的故事虽然不是感天动地，
却是学生们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离学
生很近，让学生有了学习的目标和方
向，真正起到了榜样的力量。”重庆市人
民小学校长杨浪浪表示，“好少年”树立
了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更多少年儿童敢
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去拥抱新
时代、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

全国文明校园两江新区星光学校
将“好少年”发布会作为一堂思想品德
课，组织师生收看直播。重庆市文明办
介绍，下一步，重庆将在大力宣传、提升
效果上下功夫，进一步宣传展示150名

“好少年”、599名各区县“好少年”的先
进事迹，推动“好少年”的事迹影视化，
激励我市更多青少年争当时代新人，自
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打好人生底色 筑牢道德根基

“新时代重庆好少年”成为孩子成长的精神力量
本报记者 张莎

多元的学科门类、丰
富的活动内容、新颖的教
学方式等，优化了乡村学
校的学科结构，拓宽了乡
村学校教学思路。以乐
促智、以技促能，亦学亦
乐、增智增趣，广受好评、
深受欢迎，学生参与率达
到95%以上。

■我市坚持“学生
的榜样学生找”的原
则，动员学生推荐心目
中的“好少年”。

■我市充分利用
各类媒介进行宣传报
道，并在校园中开展丰
富多彩的展示活动，让
更多的人了解“好少
年”、走近“好少年”、学
习“好少年”。

■我市深入开展
向“好少年”学习实践
活动，让榜样的力量深
入人心，内化为青少年
心中的行为标杆。

重庆建成532所乡村学校少年宫
惠及60万农村未成年人

本报记者 张莎

入选首批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的永川区萱花中学学生刘佳（前中）。
（市文明办供图）

涪陵区蔺市镇中心小学，孩子们在乡村少年宫学习榨菜制作。 （本组图片由记者崔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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