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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 3月，本刊持续推出
“五育并举、融合育人——聚焦重
庆德育一体化建设案例”以来，得
到我市各区县、学校的热烈响应，共
计收到近百所大中小学提供的德育
建设发展的案例，不少校长、专家、
教师、家长也积极参加本主题的人
物访谈、教育沙龙等系列活动。

围绕如何将五育并举落地落
实，本刊走进巴南区，邀请10所中
小学校基层一线的教师、班主任，
请他们分享相关观点和做法。

德育落实——教师是关键

“五育并举，德育为核。这其中
班主任担负至关重要的角色。”巴南
实验中学张洪总结三点体会：一是
尊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二是以
心换心，平等交流。老师不仅是知
识的传播者，更是孩子人生的引路
人、好朋友。三是以身作则。孩子
的天性是模仿，这就需要老师在生
活上、学习上为孩子做好榜样。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促进学生
五育并举的前提。”鱼洞二小肖兴
兰老师深有同感。她认为，一个好
的班级成长，需要教师用心经营、
用爱支撑、用行动去影响，教师的
一言一行都会影响每个学生。因
此，班主任要当好班级的精神领
袖，激励学生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带着正直与善良育人，以身

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带着热爱
与勤勉执教，对每一项工作都投入
充分的热情和执着。”清华中学教
师胡小兵描述了教师应该担当的
角色，做“有温度、有深度、有宽度”
的引路人，用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人
生阅历，为学生指引方向。

融合育人——不能淡化课程

全善学校德育教师古春艳认
为，德育工作要系统化推进，课程
建设是绕不开的话题。全善学校
德育教育以课程为引领，以活动为
载体，融入到学校课程建设中。

恒大城小学的德育课程很
有意思，充分体现了德智体美劳
融合育人的特色。副校长陈林
介绍，围绕意志力修炼，学校每
日开展“一笔一画写字”、“认认
真真做操”“安安静静吃饭”等小
课堂训练，既树立学生时间意识
和规则意识，又培养了学生良好
行为习惯。

大江小学班主任教师曹利介
绍了学校探索用课本剧的方式进
行德育渗透。课本剧编演、表演
全过程，是师生合作探究、组织协
作的过程，也是对学生语文、音
乐、美术等学科素养进行全面锻
炼，培养了学生积极向上、阳光开
朗的性格，所在班级也被评为巴
南区先进班级。

劳动教育——不能单靠嘴巴讲

劳动教育往往是最容易被师
生和家长忽视甚至拒绝的，认为不
过是抹抹桌子、扫扫地的体力活，
似乎不会带来“现实”的效益。为
此，巴南教师怎么看？

“劳动教育是教会学生最基
本的生存技能，家长要意识到劳
动对孩子的重要性。”巴南中学
教师李海波认为，劳动教育可以
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团队协作
意识，劳动教育更是一种体验教
育，培养孩子不怕脏累、不怕吃

苦的品行。
“劳动教育能解决当前子女

娇生惯养、不懂感恩、缺乏独立生
活能力等现实问题。”道角中学教
师邓超介绍，他所在的学校积极
为学生创造劳动的机会，平时有
手工制作、农业实践、生活科技等
劳动课程，还举办科技节、感恩节
等节庆活动，展示学生的劳动成
果，有手工制作送给师长的花鸟
虫鱼、有自己种的蔬菜花果、还有
自制的牛轧糖……家长普遍反
映，自己的小孩通过参加劳动，比
以往懂事多了。

补齐短板——一个都不能少

“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发展应该
是一个统一体，在实践过程中“五
育”缺一不可，特别要重视以往容
易忽视的短板。”参与探讨的教师
们一致认为。

鱼洞四小教师熊鹰认为，美
育教育是家长和学生相对容易
忽视的一环，补齐短板、科学引
导尤为重要。学校开设的生命
教育校本课程，将艺术审美素养
列入重要方面。依托舞蹈、合
唱、民乐、国画、泥塑等丰富多彩
的课程，引导学生发现美、捕捉
美、创造美。

鱼洞中学校德育干部冯东介
绍，学校有两大体育名片：跑操和
远足拉练。其中跑操还被誉为重
庆版的“天下第一操”。通过以美
育德、以体育德，学校已逐步形成

“知羞耻、知艰难、知畏惧”的“三
知成人”特色德育模式，体艺作为
德育工作的重要支撑，如今已开
设8门体育选修课和12门艺术课
程，以此激发学生艺术热情，培养
学生终身锻炼的良好习惯。

何霜 胡忠英

黔江职教中心
以课题研究为抓手 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积极
探索基层党建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黔江
职教中心党委以党建课题研究为抓手，提升基层
党建工作水平。

学校党委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完成了党建
课题申报工作，成立了课题组，结合实际制定了工
作方案和课题推进计划。党建课题研究从不同角
度推动了学校党组织的阵地建设、思想建设、组织
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升了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
平，夯实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谭茭

人和街小学
举办新时代学校文化建设研讨会

近日，“新时代学校文化建设研讨会”在重庆
天地人和街小学成功举办，来自中国教育学会、
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专家教授，及
10省市教育学会、各省市中小学、教研机构等相
关负责人近700人参会。

重庆市人和街小学校长肖方明结合大会主
题，作了题为《寻根铸魂立纲领，提升人和文化力》
的精彩汇报。会上还举行了教育部中小学名校长
领航工程“肖方明校长工作室”和重庆市首批名校
长工作室“肖方明名校长工作室”授牌仪式。何霜

重庆工职院
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艺全国大赛落幕

近日，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
组“模具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艺赛项”在重庆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闭赛。

来自全国各地的50支参赛队伍参加了此次
大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重庆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等5所学校获得赛项一等奖，天津轻工职业
技术学院等10所学校获得赛项二等奖，江苏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等15个学校获得赛项三等奖。重
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谭大庆、韩辉辉和其他5所
学校的10位教师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万芮杉

北碚区
颁发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

5月29日，2019年北碚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
长奖颁奖会、新时代好少年发布会活动在隆重举行。

颁奖仪式上，公布段皓严、李坤益、熊玺然、
谭毓豪、李博5位同学获得了“2019年重庆市北
碚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卢中苇、张一、龚
湛钦、韩海洋、罗媛媛5位同学获得了“2019年
重庆市北碚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区长提名奖”。同
时，会上发布了10名“新时代北碚好少年”先进
典型。 周珣

近日，云阳县出台多项教育
举措，大力推动云阳教育高质量
发展。

为确保义务教育有保障,
推进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
学校建设。云阳县 2019—2020
年拟投入 2 亿元，新增校舍 2.6

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6000 个，
让每一个乡镇都有一所寄宿制
学校，同时，组建学校联盟 20
个，拟投入 4000 万元，推进智
慧校园建设。推进“暖心、健
体、尚美”三大工程，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方 面 。
2019—2020 年，该县将连续两
年每年新招教师 400人，确保教
师队伍数量充足、结构合理、充
满活力。每年新增 580万元，严
格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深
入推进百千万名师工作室工程，

开展教职工全员教学大比武、大
练兵活动。进一步建立健全考
核激励机制。

聚焦校园安全稳定。该县拟
投入2750万元，全面消除学校安
全隐患，升级改造 17 所学校食
堂，新增餐位1100个。实施校园

“宁静”工程，坚持安全责任“一岗
双责、全员负责”，开展校园及周
边治安环境综合整治。有序推进
课后服务工作，持续做好留守儿
童关爱工作，让每位教师当好临
时家长。

姚兰 田丹丹

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升级改造学校食堂……

云阳多管齐下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五育并举 催生学校课堂新变化
巴南区10位教师畅谈“德育一体化建设”

巴南区中小学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让 每 个 学
生 都 有 人 生 出
彩的机会，这是
丰 都 县 职 业 教
育 中 心 的 办 学
坚守。

近年来，丰
都 职 教 中 心 尤
其 重 视 学 校 党
建工作，充分发
挥 党 组 织 凝 聚
人 心 、推 动 发
展、服务师生、
促 进 和 谐 的 堡
垒作用，令教育
不 断 呈 现 出 创
新势态。

丰 都 职 教
中 心 校 长 廖 碧
森表示，学校将
继续围绕“厚技
载 业·丰 翼 向
善”校训，从学
校管理、校企合
作、立德树人三
方面突围，引领
师生守正尚上，
将 学 校 打 造 成
为 在 三 峡 库 区
有 影 响 力 的 特
色职业学校。

创新管理
争当“一日校长助理”为发展助力

“这‘一日校长助理’当下来，算是切
身体会到学校管理的不容易。”丰都职教
中心教师白娥由衷地说，虽然累但收获也
是相当丰富，不仅对学校各类工作如何推
进有了深刻认识，也明显看到了自己还需
要进步的地方。

目前丰都职教中心已有30余名教师
体验了校长助理，还有很多教师跃跃欲
试。

据悉，“一日校长助理”工作包括完成
一次常规工作督导、一次值日工作督查、
一次学生食堂陪餐、一次安稳工作排查、
一节推门听课、一次晚上查寝、一篇手写
心得体会、一名在外实习学生电话联系
等。教师胡飞说，作为青年教师能有这样
的机会锻炼非常难得，也为今后胜任管理
岗位打下了基础。

“学校要取得发展,最重要的是管理
到位。”校长廖碧森谈到，除了“一日助理，
成人达己”活动之外，学校还开展了“一天
学生，不忘初心”和“教代会代表现场办
公”活动。举行这三大活动不仅仅是让教
师体验，而且是让教师通过参与管理，然
后理解管理、支持管理并提升管理水平，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职教管理队伍来推动
学校取得新发展。

这些创新行动实际上也反映出学校
对管理的重视。

以党建领航学校管理工作，丰都职教
中心实行校长全面负责、党总支保证监
督、教代会民主管理的“三位一体”管理体
制，同时重点打造重设计的班子队伍、重
执行的中层干部队伍、重绩效的教职工队
伍，并通过这三支队伍来强化学校方方面
面的管理，令学校逐步形成“自信友善勤
奋好学”的学风、“精业爱生乐教互助”的
教风和“向上务实合作有序”的校风，成为

“市级示范学校”建设校。
创新管理激活发展动能。近几年，该

校师生参加国家级“文明风采”大赛、重庆
市技能大赛、信息化教学大赛等均获得优

异成绩。该校中职高考成绩更令人眼前
一亮，其中2018年本科上线128人，2019
年本科上线214人。近日，该校还荣获重
庆创新教育研究院颁发的“改革开放40
周年·重庆校园文化建设百强学校”荣誉
称号。

创新合作
在产教深度融合中提升社会服务力

2019年重庆春节晚会上，丰都职教
中心“神鼓队”的学生一展风采，不仅为学
校争光，也为丰都旅游和文化做了形象的
推广。同时，学校旅游专业部与青龙乡政
府共同打造了丰都春晚节目《茶韵》，获得
了各级领导的一致好评。

深化校企合作，助力产教融合是职业
教育最重要的使命。

近年来，丰都职教中心以市级示范校
建设为契机，围绕县委、县政府建设“国际
旅游文化名城”战略和水天坪工业园区光
电产业、医疗器械产业、全县肉牛产业、建
筑以及交通行业发展需求，推动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进一步提升了社会服务力。其

中，该校与水天坪工业园区的重庆有牛电
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加强校企合作，实行
订单式人才培养，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
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在开设土木水利类、加工制造类、信
息技术类、旅游服务类等四大类十多个专
业，并办有升学班、“3+2”大专班、校企合
作特色班的基础上，近年来丰都职教中心
不断探索实践着“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
学结合”订单式培养等合作模式。

除了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服务产业
发展外，丰都职教中心还聚焦“两不愁三
保障”突出问题，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行
动、教育扶贫行动中。

就拿旅游专业来说，该校与丰都县青
龙乡人民政府、丰都县青龙瓦屋山茶厂合
作打造出旅游专业实训基地建设，不仅传
承了青龙手工茶采摘、萎凋、杀青、揉搓、
定型、烘干等技艺，还通过培训新型农民，
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一年来，丰都职教中心不仅走进村社
为农户免费安装电线、进行农村污染源排
查等，还配合丰都县庙会组委会组织近
500名师生提供旅游服务，同时还对兴义

镇石佛场村、坦铺村、长沙村、双桂场村、
谭洵沟村以及兴龙镇大岩树村、十字口村
等进行帮扶。

特别是在移民培训中，该校通过送技
术、送文化下乡镇、社区、企业和一部分通
过请进来培训的方式开展移民培训。
2018年开展移民创业培训220天，培训移
民1275人次，培训就业率100%，获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创新育人
以立德树人为根探寻人才培养之道

丰都职教中心不少学生成为“青协”
志愿者后，多次走进社区、乡镇进行服务
社会，特别是在留守儿童“四点半”课堂活
动中倾注了很多爱心。

成才先成人，树人先树魂，这是丰都
职教中心的育人之道。

校长廖碧森说，学校的学生不仅要有
技术技能，还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因此
学校针对职教学生“难招”“难教”“难管”

“难留”的客观现实，创新教育教学管理模
式，有力的实施了“四大改革”。

据悉，“四大改革”包括创新入学教育
模式、创新选修课走班制、创新“班团课教
育模式以及创新国防教育模式。特别是
选修课走班制打破了传统授课形式，让学
生主动去选择感兴趣的选修课发展爱好
和特长，学校也相继开设了体育类、音乐
类、美术类、书法类等多个选修课，推动了
学生多元化的成长。

丰都职教中心还继续开展了中职“尚
上教育”德育市级德育课题研究，以及重
庆市第三批“五环四步”教学模式改革实
验学校课题——现代职业教育中职“五环
四步”教学模式推广应用研究工作，进一
步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一年来，学生湛雲茜参加全国青少年
“五好公民”主题教育读书活动获得朗诵
总决赛全国一等奖；学生罗小琴获得团中
央学校部授予的2017年度全国“最美中
职生”荣誉称号；学生彭秀梅成为第三届
重庆市优秀青年志愿者；学生戴愉静参加

重庆市首届中学中职学生会干部风采大
赛获中职组特等奖……2019 年 5月 30
日，该校8名学生参加重庆市“新时代好
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动中职分会第五片
区“我为祖国点赞”朗诵展示，获得2个一
等奖、2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

丰都职教中心学生展现出更加良好
的精神风貌和砥砺前行的奋斗姿态。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重庆丰都职教中心提供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全市及丰
都县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

“职教20条”，丰都职教中心全面加强了
党建工作，致力于形成“四厚四丰”的党
建工作特色为办学引领，为学校内涵发
展把向护航。

据悉，“四厚四丰”是指厚德载物树
丰骨、厚爱严管育丰林、厚人达己展风
采、厚积薄发建丰功，在党旗下办好人
民满意的职业教育。

去年以来，学校陆续开展了“文明
执法我代言·文明创建齐参与”、“师道
传承·匠心育人——‘青蓝工程’师徒结
对帮扶”、“我与国旗合张影”等主题党
日活动。其中，该校党支部选送的“师
道传承·匠心育人——‘青蓝工程’师徒
结对帮扶”案例荣获了丰都县2018年度

“十佳”案例称号。今年以来，学校将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
化、制度化。

据了解，丰都职教中心将通过党建
带群团，做好工会和团队工作，并通过

“党建带关建”，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
引导每一个师生能参加到体验活动、德
育实践活动、优秀师生和优秀党员表彰
活动中，致力培养羽翼丰满、向善尚上
的师生。

“四厚四丰”为内涵发展
把向护航

“厚技载业”创名校 “丰翼向善”育人才
三维度看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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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课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