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音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做什么
动作？高音的时候，你觉得可以做什
么动作？”在潼南区实验幼儿园大班的

“成长音乐”课上，尤婷老师正带领小
朋友们依据《丰收》这一乐曲讨论、创
编动作。合着乐曲，小朋友们听到高
音时就一跃而起摘果子，听到低音时
就俯身蹲下拾果子。

开设“成长音乐”系列课程，是近
年来潼南区实验幼儿园全面实施艺术
特色教育，发展幼儿音乐能力的一个
生动体现。该园以打造艺术课程，开
展艺术活动等，推动幼儿艺术特色教
育高质量发展。

挖掘乡土资源
构建艺术教育课程体系

近年来，潼南区实验幼儿园全面
实践“爱泽童心，艺润新苗”的办园理
念，坚持以美术、音乐、舞蹈课程为载

体，开展艺术启蒙教育与实践，培养幼
儿体智德美劳等全面发展。

该园充分挖掘学校及所在地艺术
教育和乡土题材资源，科学设置艺术
教育内容，通过组织教师、邀请专家、
家长志愿者等专门队伍，构建学校艺
术教育课程体系，创编艺术教育教材，
引导幼儿倾听、观察、讨论、表现、创
造，对他们进行艺术熏陶。

据了解，该园开设手工、泥工、绘
画、剪纸等美术课程，让幼儿用小手绘
出大世界；着重开展幼儿舞蹈基本功、
民族舞等舞蹈课程，训练幼儿的肢体
协调性，让幼儿用动作表现大生活；将
组建师生合唱团，启动戏曲艺术进课
堂等实践教育。

“从乡土资源中找题材，构建学校
艺术教育课程体系，通过游戏的方式，
让幼儿感知艺术的魅力，培养他们审
美情趣和基本技能的养成、习得。”潼
南区实验幼儿园园长刘祎说。

开展艺术活动
陶冶幼儿艺术情操

举行幼儿舞蹈类比赛，按年度开
展汇报展演；定期举办美工、绘画技能
比武和作品展示；按期举办音乐类成
果展示活动、校园文化节活动；举行

“六一”“国庆”“元旦”等重要节庆活动
……

潼南区实验幼儿园以活动为突破
口，激发幼儿参与艺术活动的兴趣。

不仅如此，该园将情感教育贯穿
于艺术教育的全过程，突出“爱”“润”
核心，全面实施艺术教育。重视抓好
区域和区角活动、游戏活动，培养幼儿
间的合作、观察、想象的能力，让幼儿
学会观察，用自己的绘画、舞蹈、歌声
来表达情感。

值得一提的是，潼南区实验幼儿
艺术教育特色彰显，取得丰硕成果：幼
儿舞蹈每年参加重庆市艺术节才艺大

赛均获特等奖，并连续5年参加重庆
市电视台少儿春晚演出。教师在参加
师生书法绘画艺术大赛比赛中，获奖
200余人次，其中市级一等奖达50余
人次；学生有数百件作品获得国家、市

级等级奖。市级课题《运用联想与联
觉机制进行主题框架下音乐审美有效
教育的实践性研究》今年上期结题，区
级课题《幼儿园打击乐有效教育策略
研究》已经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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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各异的剪纸，内容多样的盘
石画，悠扬婉转的葫芦丝……走进潼
南区上和镇小学，仿佛置身于充满艺
术氛围的乐园。校园里，孩子们变身
成小画家、小演奏家、小舞蹈家、小书
法家，在一片艺术的天地里快乐成长。

依托少年宫
开启孩子和雅人生

“办好乡村学校少年宫，努力构建
有品质的第二课堂，丰富孩子们的课
外生活，激发乡村学生对艺术的兴趣，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潼南区上和镇小
学校长龚星明说。

事实上，该校秉承“求上致和，和
而不同”的办学理念，以全面推进少年
儿童素质教育为目标，充分凸显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教育职能，严格规范管
理，加强队伍建设，打造成为提升孩子
综合素质的重要阵地。

为了让孩子们接受良好的艺术教
育，该校少年宫根据农村儿童实际，从
师资、场地、设施等条件出发，开设科
技、手工、乐器、书画、舞蹈、剪纸、足
球、排球、乒乓球、合唱等项目，组成了
25个兴趣小组。

此外，该校还积极推动国学经典
诵读活动，每天都有30分钟读书活动
时间，全体师生共同诵读《论语》、《孟
子》等经典著作。每周星期三的社团
活动时间，特地聘请专业的国学经典
教师为经典诵读班的孩子授课。用每
周二、四的中午时间，对“和和”乡村少
年合唱团的学生进行训练、排练，营造
了浓厚的艺术环境。

普及艺术教育
为孩子插上腾飞翅膀

本着“让每一个孩子在学好语文、
数学等基础学科的同时，能拥有一项

或者几项艺术技能”的教育理念，上和
镇小学以艺术课程设置做保障，每周
设定声乐、器乐、形体与舞蹈三节艺术
课，采用艺术教师“走教”制，学生“走
班”制，精选29门艺术课程供孩子们
课余活动选择。

为给孩子们提供更多展示才艺的
舞台，该校每学期定时开展竖笛、绘
画、剪纸、排球等专项比赛，每年在“六
一”儿童节期间，举行校园文化艺术
节，元旦的合唱、经典诵读艺术节，形
成“人人学艺术，师生有特长”的发展
态势。

上和小学用情用智开展乡村学校
艺术教育尝试，一朵朵艺术之花鲜艳
盛开：学校连续两年被评为“潼南区小
学教育先进集体”，有11名教师被评
为学科教学先进个人和教学管理先进
个人。师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奖达
200余人次，学校获得潼南区学校办
学水平综合督导考评一等奖等十余项

集体荣誉，上小人用实践创造了乡村
艺术教育生动模式。

接下来，该校将进一步挖掘地方
文化资源，依托乡村“土专家”等人才

优势，开设更多的课程与活动，培育乡
村学生丰富的艺术素养，为乡村孩子
编织多彩的艺术梦想。

潼南区上和镇小学 为乡村孩子编织多彩的艺术梦

艺术普及 放飞梦想

作为潼南唯一的一所单设高级中
学校，潼南第一中学校秉承“为每一位
学生未来的成功人生奠基”的办学理

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促进公平为
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加强国际交
流与合作，坚持走体艺双馨这一教育

特色发展之路，引领学校内涵和特色
发展。

加强国际交流
携手种下友谊之花

3月25日至28日，德国林特尔市
副市长、参事会副主席、GE文理中学
高级教师拉夫·基尔斯坦博士率领代
表团来到潼南访问。

代表团一行在潼南度过了充实而
有意义的10天，他们进入潼南一中的
课堂与学校学生共同学习、一对一结
对交流，并走进中方接待家庭进行生
活体验。分别前往崇龛镇陈抟故里、
柏梓万亩柠檬基地、双江古镇、杨尚昆
旧居等地参观游览，体验潼南的传统
文化、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加大开放办学力度，加强国际合
作交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世界眼

光、国际胸怀的学生，是我校的不懈追
求。”潼南一中校长张世国表示。

为带领学生开阔眼界，推进与国
外友好学校的师生互访，潼南一中还
开展了文化交流、学生交换、师生互访
等多项国际交流活动。从去年开始，
该校与德国GE文理中学开展了多层
次的教育交流，提升了学生的国际交
往意识和国际理解力。

实施体艺教育
提升学校综合素质

独唱、器乐、舞蹈轮番上阵，小品、
相声、话剧精彩纷呈……5月，一场主
题为“初心开启新使命，青春起航新征
程”的艺术节精品节目展演，在潼南一
中运动场有声有色地开展着。

这只是潼南一中实施体艺教育的
一个缩影。对开展体艺教育，该校还

有更多的精彩实践。
比如，潼南一中挖掘体艺教育的

内涵，持续开展了书画摄影作品展览、
趣味科技竞赛、田径运动会、篮球运动
会、拔河比赛等，以提高全校师生的艺
术素养和综合素质。

与此同时，该校开辟社团、组建
各类专项兴趣小组为推广体艺教育
的两个途径，篮球社团、书法社团、舞
蹈社团等，让孩子们尽情地发挥自己
的艺术特长；田径队、排球队、羽毛球
队等，更进一步地增进了学生的身心
健康。

体艺教育的持续落实，让潼南一
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该校学生参加
国家级、市级、区级的各种学科竞赛、
才艺大赛、机器人大赛、青少年创新设
计大赛、航模比赛等，获得国家级一等
奖2人次、二等奖4人次；获得市级一
等奖5人次，二、三等奖28人次；获得
区级一、二、三等奖40人次。

潼南第一中学校 国际交流好风景 体艺双馨展风采

书香校园 奠基成功

2018 年 9 月，潼南职教中心成
立。

作为重庆市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的

潼南职教中心，根据《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加强招生就业（含高考
升学）、校企合作（含对外培训）等举

措，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贡献力量。

为升学就业注入强劲动力

潼南职教中心常年开设汽车、服
装、电子、数控、珠宝、学前教育等8个
专业，联合开办护理、生物制药、轨道
交通和电气运行4个专业，今年2月
成功申办现代农艺、旅游管理、工业机
器人和计算机（大数据）4个新专业，
目前开办的16个专业均有良好就业
前景。

“在潼南职教中心就读的学生既
可选择就业，参加考试升读大学。”潼
南职教中心党委书记李红锦介绍说。

据了解，2019年 3月，潼南职教
中心在重庆市高职分类考试中，计算
机专业25人全部上线，上线率100%；
学前教育专业35人，上线31人，上线
率88.6%。6月，职教中心组织300余
名应往届优秀毕业生参加高职单招考
试并升学成功……

校企合作促学生成长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未来一段时
期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目
标。

潼南职教中心自成立以来，坚持
不懈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校企间加强交流合作，在
教学、培训、技能大赛、顶岗实习、就业
等方面开展共建共享，合作实施新型
学徒制。

以校企协作培训为例，潼南职教
中心与湖南三一工学院牵手，开展技
能订单培训，学员培训后直接进入三
一集团工作。与成都信息工程学院联
姻，开展继续教育培训，计划引进成都
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院落户潼南。在
职教中心挂牌设立“利郎（中国）有限
公司人才储备培养基地”，实现毕业与
就业无缝衔接。

下一步，潼南职教中心计划将继

续寻求优质企业，建立深度合作，企业
将生产线建入学校，成为学校的实训
基地。

承接培训项目服务地方发展

在潼南区委、区政府支持下，潼南
职教中心引进无人机驾驶员职业技能
培训项目。

李红锦说，第一期无人机操作培
训班共有64名学员参与培训。结业
后学员们走上就业与创业之路，12名
学员分别被重庆奥亚、重庆跃千里以
及深圳酷农等公司录用，另有15名学
员继续深入学习，无人机操作培训取
得阶段性成果。

目前，学校已完成2000名适龄贫
困户劳动力美容师、植保员、育婴员、
保育员等技能培训并取得相应证书，
帮助他们实现了精准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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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职教中心 打造招生就业和专业培训的能量场

专业学习 成就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