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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又是一年毕业季。今年，重庆
市60余所高校将有22万余名大学
生毕业（含本/专科生，以及博士和
硕士）。他们或扎根基层投身乡村
振兴，或选择大数据智能化行业创
新创业，或奔赴祖国边疆建功立
业，或集体考研继续深造……这些
选择，都是将个人的理想融入国家
和民族的建设发展之中。

大学期间，毕业生们有哪些收
获和成长？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
的职业选择？对自己今后有怎样
的职业规划？从今天起，本报推出

“关注高校毕业就业季”系列报道，
讲述2019届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用手拍击课桌，形成有韵律的节
奏；或者让孩子们跺脚、互相击掌，甚
至用有节奏的起身、坐下等动作来感
受韵律……这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2015级小学教育（全科教师方向）三班
学生毛清静，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朗溪乡马头村小学顶岗实习期间上
音乐课采用的办法。

“乡村小学缺专门的科任教师，也
缺乐器等教具，做全科教师就是要因
地制宜上好每一门课。”6月21日至24
日，毛清静和该校2019届300多名全
科教师方向的同学毕业，奔赴彭水、南
川、忠县等区县，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
坚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科教师得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

毛清静是彭水走马乡人。11岁时
父亲便去世的她，初中时受到老师们
特别的关爱：教她写作文、鼓励她演
讲、看望她患病的母亲……尤其是数
学老师对毛清静的鼓励，让数学本不
太好的她考到班级第一名，顺利升上
重点中学，这让毛清静立志长大后也
要当一名教师。

英语、音乐、美术、体育……读大
学时，毛清静选择了必须十八般武艺
样样精通的全科教师方向，“《班队管
理》《小学教师技能》《儿童游戏编
创》……我们学习的内容很全面，也很
有趣。”

担任班级团支书的毛清静，积极
参加演讲比赛、师范生技能竞赛等，拿
到书法五级等证书，她在大学时还参
与编撰了《国际象棋启蒙教程》《scrath
机器人编程》《小学数学思想方法教与
学》等书籍，获得了深厚的专业积淀。

大三时调研农村小学数学
教具使用现状

“全科教师也有侧重方向，我选择
的是数学方向。”毛清静说，学校有儿

童编剧、龙狮舞、民乐等多个特色工作
室，自己加入了小学数理逻辑发展工
作室。

大三那年，她和几名同学一起进
行了重庆市《农村小学数学教具使用
现状及成因分析》的调研，并形成论文
公开发表。

通过对丰都、彭水等区县农村小
学数学教具的配备、种类与数量、使
用频率等方面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和走访，毛清静和同学们发现，大多
数农村小学目前使用的是三角尺、圆
规等基本教具，从数量和种类上都无
法满足数学教学的需要，“所以农村
要因地取材、利用校本化资源自制教
学用具。”

基于这样的原因，大四秋季学期，

毛清静在彭水马头村小学顶岗实习的
半年期间，自创了一些教学方法教授
孩子们。比如，她用卡纸和胶水制作
出“拼拼乐”闹钟模型，让孩子们学习
数字和加减法；用泥土制作成彩色圆
盘，然后让孩子们用橡皮筋对圆进行
切分，学习平均分；用木棍和黏土制作
立方体模型，让孩子们认识长方体和
正方体……

顶岗实习结束的时候，毛清静所
教一年级的数学平均成绩达到近90
分，实现了百分之百优生率。

部分区县30%的农村教师
将由全科教师补充

不仅教授孩子们数学，毛清静还
给孩子们上语文、音乐和体育课。位
于贵州与彭水交界的马头村距离彭水
县城有70多公里，这里冬天会下大雪，
毛清静便带领孩子们打乒乓球、踢足
球，以此御寒。

“学校一共4个年级、82名学生，
共7名教师。”毛清静在马头村小学的
指导老师罗珍宜说，学校的英语、音
乐、美术等课程，都是由其他科任教师
兼任，像毛清静这类全科教师方向毕
业生可以很大程度弥补学校师资的不
足。

给孩子们烤湿衣服、教他们讲卫
生……毛清静对学生的爱也温暖了山
里的孩子。在顶岗实习结束时，班上
每名学生都给毛清静写了一封信，孩
子们用稚嫩的手画出彩色的气球或大
山，写下他们的梦想和对毛老师的喜
爱。

“扶贫先扶智，师资是教育扶贫
的重要保证。”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重庆市“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培养
计划旨在优化农村教师结构、缓解农
村教师短缺、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由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重庆文理学院、长江师范学院、重庆
三峡学院等 5所市属院校共同承担
实施该计划。近年来，重庆市“农村
小学全科教师”培养计划逐步扩大，
今年共有约 1200 名学生毕业，大家
将奔赴全市29个签约区县任教。未
来几年，部分区县30%的农村教师将
由全科教师补充。

用木棍和黏土制作立方体模型，用拍手和跺脚感受音乐韵律——

这位“全科教师”将新鲜教学方法带到山里
本报记者 李星婷 实习生 刘蕊

本报讯 （记者 罗芸 通讯员
牛燕）“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么响亮……”随着一名小姑娘银铃般的
歌声响起，小提琴加入伴奏，随后50余
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音乐爱好者一起高
歌，万盛经开区东林街道和平社区步行
街成为了歌声的“海洋”——6月30日
上午，东林街道组织的“快闪”感动了很
多群众。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东林
街道组织了这场以“歌唱我的祖国、凝
聚社会力量”的快闪活动。在“快闪”现
场献唱的，既有社区党员、青年志愿者，
又有清洁工、社区医院医护人员，他们

用大合唱汇成磅礴的歌声海洋，感动了
路人，让许多人情不自禁地跟着一起哼
唱起来。

社区居民熊莉激动地摇着手中的
国旗告诉记者：“这两首歌我都很熟悉，
每次唱起都让人心潮澎湃。祖国越来
越富强，身为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

“快闪”结束时，参加活动的志愿者
们放飞了手中的五彩气球，并摆出了

“70”的造型。
“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我

也很激动！”年逾六旬的市民吴中祥在
驻足观看时，眼里噙着泪花，“有国才有
家，祝福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歌唱祖国“快闪”活动感动市民

本报讯 （记者 罗芸）6月30日上
午，来自綦江山区的18名困难家庭孩
子，在爱心妈妈的带领下参观红岩纪念
馆，感受伟大祖国70年来的巨大变化。

这次圆梦活动由壹家人志愿者协
会组织，18名品学兼优的孩子是由志
愿者们从綦江山区困难家庭中选出
的。由社会上的热心人士充当爱心妈
妈，带他们游览主城红色教育景点、重
庆新地标，帮助他们开拓眼界同时，鼓

励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生活。
“以前在书上看到过周总理和红岩

村的故事，没想到今天真的能来到红岩
村！”来自万兴小学的小夜家有4个病
人，仅靠父亲养活一大家人。尽管家里
条件较差，但他仍努力学习，酷爱阅读，
品学兼优。在参观时，小夜一边听导游
介绍，认真地做笔记，一边感叹“我们祖
国真了不起”。

“以前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轻轨、人
民大礼堂，没想到有一天自己能亲眼看
到。”来自打通镇12岁的萌萌说。萌萌
父亲身有残疾，她靠祖父抚养，以前最远
只到过綦江城区，从来没来过重庆主
城。重庆新地标触动了萌萌，她表示要
进一步努力学习：“我要考上更好的学
校，去看更大的世界，长大了建设祖国！”

18名困难家庭儿童游主城圆梦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6月30
日，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发布消息称，7
月1日，重庆轨道交通环线弹子石站、
罗家坝站正式开通。

据介绍，轨道交通环线东北半环于
2018年12月28日开通试运营，但环线
弹子石站与罗家坝站均受多方面原因
影响未开通。目前，两站试运营前各项
准备工作已完成，并通过试运营基本条
件评审。7月1日这两个站点开通后，
轨道交通环线已开通站点20座，轨道
交通网络已开通站点累计为162座。

环线弹子石站为明挖式地下车站，
设4个出入口，本次开通2、3、4号出入
口。1号出入口通往腾龙大道、弹子石

中学、大佛段小学；2号出入口通往腾
龙大道、朝天门长江大桥；3号出入口
接群慧路、星泽汇；4号出入口接星泽
汇。弹子石站附近共有2个公交接驳
点:前往五里店方向的乘客，可在2号
出入口的朝天门大桥南公交站进行换
乘。前往涂山方向的乘客，可在3号出
入口的群慧路公交站进行换乘。

环线罗家坝站设4个出入口，1A、
1B出入口通往纵一路人行道，2A、2B
出入口通往和记黄埔。本次4个出入
口均开通。罗家坝站附近共有2个公
交接驳点：前往海棠溪、四公里方向的
乘客，可在2号出入口四海路公交站进
行换乘。

轨道环线弹子石站罗家坝站今日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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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共美好 重庆城市乐跑赛欢乐开跑
近年来，重庆群众体育保持蓬勃发展，在众多全民健身项目中，跑步运动的发展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全面真实地展现出重庆市民日渐高涨的健身热情。
重庆城市乐跑赛作为重庆健康事业的蓬勃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自2014年入渝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成为重庆重要的公益健康品牌活动。
2019重庆城市乐跑赛风靡的背后，是重庆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美好缩影，是城市不断向前的积极表现，是重庆人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
6月29日上午，随着2019重庆城市乐跑赛欢乐开跑，约5000名城市追梦人一起畅跑，把“快乐、健康、友谊”跑出了新高度。

消息》》

超5000跑友集结
“一起乐跑“向前

6月29日，在重庆市体育局、渝北
区人民政府的指导支持下，2019重庆
城市乐跑赛在中央公园鸣枪拉开乐跑
序幕，共有225家企事业单位、5000
名跑友共同参与，与美好重庆一起奔
跑于时代的赛道，以奔跑方式致敬新
中国成立70周年。

据悉，本届重庆城市乐跑赛是第
二次在中央公园内举行，赛道里程约
5公里，围绕“献礼建国70周年，我们
都在努力奔跑”的主题，将致敬祖国华
诞与全民健身融为一体。

热身前，一首城市乐跑赛主题曲
《一起乐跑》拉开本次重庆城市乐跑赛
的序幕。随后，参赛者跟随教练，以第
九套广播体操方式进行热身，熟悉的动
作与旋律让大家仿佛重回青春岁月。

2019 年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本次乐跑赛特别在起点处设计了

“乐跑传旗”献礼环节，吸引跑友们积
极参与，用欢呼与热情，祝福祖国，致
敬时代。

温暖的土地、青春的力量、明媚的
风光与动人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将
2019重庆城市乐跑赛推向了高潮。

安全同行
提供贴心赛事服务

为了保障赛事安全、有序、顺利进
行，2019重庆城市乐跑赛在赛事组织
方面持续关注提升跑者体验，以跑者
为中心，全面升级了医疗保障、补给设
置、志愿者服务等环节。

赛道中，每公里设置一个医疗点和
一个补给点，多辆急救车进行全赛道保
障，以满足参赛者的水分补充、能量补
给和医疗需求，上百名热情、专业的志
愿者，分散在赛场的各个功能区，为参
赛者提供贴心的服务和帮助，为参赛者
安全奔跑提供强有力的后援保障。

跨界狂欢盛宴
赋予乐跑新能量

今年，随着重庆ARG女子跑团团
长孙媛婕，重庆健身界新星 PAN-
PAN，重庆媒体人,文史顾问肖能铸，
重庆马拉松市民组冠军赵浩等领跑者
的加入，为重庆乐跑赛赋予了更多的
新力量，融入文化、体育、艺术、健身等
多种元素，用脚步奏响时代强音，让乐
跑不仅是一场mini马拉松比赛，更是
一场跑友的狂欢盛宴。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中国银行有
限公司重庆市分行、重庆长厦安基建
筑设计有限公司、重庆万泰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获得本届2019重庆城市
乐跑赛团队平均成绩的前三名；渝北
区龙兴镇参赛跑者获得资深团队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重
庆渝发建设有限公司获最佳风尚奖。

致敬时代发展
透过时光跑进未来

2019年重庆城市乐跑赛现场，以

快乐健康跑为形式，让每位参与者都
能享受跑步带来的乐趣，跑出快乐，跑
出健康，跑出友谊。

快乐不只在于奔跑，更在于极富创
意且别具文化意味的嘉年华。赛后嘉
年华将“乐跑精神”与重庆文化深度融
合，为参与者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
与趣味活动。其中，荣昌夏布、捏面人、
重庆杨艺剪纸等非遗文化展区，让参与
者感知文化艺术的传承之美；娃娃机、
泡泡池、奖牌刻字等趣味活动，让欢乐
盈满心间；热辣十足乐队现场Live秀、
充满魔幻魅力的四川变脸，让现场动感
不断……精彩纷呈的活动，让现场跑友
不仅跑得痛快，也“耍”得酣畅。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专门设置
了重庆城市时光展互动体验展，分别
从建国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生活变迁
等多个方面呈现了建国以来时代变迁
与发展。70年来，重庆的发展变化可
谓日新月异，每一件时代大事的背后
都是无数的向前奔跑的坚定脚步。时
代在进步，经典永流传，那些时光镌刻
的永恒瞬间，引发了参赛者极大的共

鸣，让大家更加了解重庆，深爱重庆。
参与活动的吕女士在看过重庆城

市时光展后有感而发，“70年来，祖国更
加繁荣，重庆发展向上，每一张老照片
后都是一个时代的印记，让我在为重庆
发展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坚定了信念，

要继续努力，为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事实上，在重庆城市乐跑赛的平台
上，汇聚了无数个像吕女士一样，在平
凡岗位上为城市建设和发展助力的身
影，正是因为无数个这样积极向上的城
市乐跑者，重庆的未来愈加美好。

坚持“零废弃”
建设美丽重庆

2019重庆城市乐跑赛深入贯彻
“美丽中国、绿色环保”的原则，将“环

保”作为办赛理念贯穿到赛事的每个
环节，致力打造“零废弃”赛事，倡导选
手做“零废弃”跑者，减少不必要的物
资使用，降低活动对环境影响，助力美
丽重庆建设。

活动现场以“零废弃”与“垃圾分
类”宣传板等形式向各位跑者宣传环
保公益理念，让更多人践行节约资源
和保护环境的行动中来。

比赛结束后，很多跑友表示要参
与环保，保护环境，改变习惯，培养垃
圾分类的意识和习惯。其中，参与乐
跑的王先生谈到，每一年的乐跑都会
参加，每一年的乐跑都不一样，今年环
保公益的提倡更是深入人心。他认
为，在这个平台上不仅可以认识朋友，
增进同事友谊，更可以以一种更阳光
和美好的生活方式去迎接未来。

方媛 图片由重庆万科提供

乐跑的背后，不是对竞技精神
的追求，而是对健康生活的倡导。
据了解，正是由于坚持“乐”而非

“赛”，乐跑赛自举办以来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个人和单位参与其中。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活动除了接受社
会各界团体报名，首次开放个人报
名通道，并受到了市民的广泛认可
和积极参与。

据悉，城市乐跑赛从2013年正
式开跑以来，已在全国60余个城市

成功举办，并吸引逾80万人踊跃参
与，影响力逐年攀升。通过对“跑出
健康、跑出快乐、跑出友谊”的乐跑精
神的践行，以及每一个乐跑参与者的
的积极推动，使城市乐跑赛成为一个
城市的名片，成为推动全民健身、建
设健康中国的一个群众性健身IP缩
影，以快乐、健康的生活态度在全国
各个城市传递。

重庆城市乐跑赛自2014年入渝
以来，一直努力打造高标准、高水平

的城市标杆赛事，经历6年沉淀，已
经成为引领重庆健康运动新风尚，使
更多的参赛机构关注重视员工身体
健康，推动参赛机构实施员工健康管
理。

2019重庆城市乐跑赛，在城市
中推动全民健身，让更多的人体验精
品体育赛事，用脚步丈量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光辉历程，致敬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将以奔跑的姿势为城市创
作更多的美好生活场景。

纵深》》

乐跑赛重“乐”轻“赛”打造城市健康名片

重庆城市乐跑赛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航拍图

2019重庆城市乐跑赛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