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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第 35
个教师节，重庆市江
北中学校生命教育成
果获评“国家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校党委
书记、校长但汉国代
表学校赴京参加“庆
祝2019年教师节全国
表彰大会”并接受颁
奖。

这份荣耀，属于
重庆市江北中学校，
也属于全体江北中学
人。

教 师 是 立 教 之
本，兴教之源。走过
办学110周年历程，重
庆市江北中学大力提
升教师队伍的思想政
治素质，创新教师能
力提升体系，独具生
命特色的教师队伍化
身希望与幸福的播种
人，让百年老校不断
迸发出新的活力。

信念为帆
用仁爱播撒初心

柔情起来可以事无巨细，课上课下
无微不至地关心学生；“钢”硬起来可以
不闻不问和学生“斗气”，直到孩子们明
白自己的一片苦心；学生沉迷游戏不爱
学习，她动员全体老师对孩子特别关
注，直到孩子愿意主动学习，最后还考
了班级第一，从而改变了孩子一生的轨
迹。

这是江北中学教师陈安芬的故事，
因为特别关爱体谅学生，她被孩子们亲
切地称作“芬姐”。

“芬姐”的故事，并不是江北中学老
师关心关爱学生的个例。

“教师不仅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更是道德建设的教育者。教师师德水
准的高低，事关学生成长成才，更事关
国家前途与民族兴衰。”在江北中学校
党委书记、校长但汉国看来，广大教师
都应当做“四有”好老师，其中，理想信
念和仁爱之心是衡量一个老师的基本
标准。

江北中学杜贤兵老师从教 20余
年，担任班主任14年，所带班级获区级

“雷锋式集体”“优胜连队”等荣誉无数，
但在他的口中，自己只是一个忠诚老
实，“以身作则”教育学生的平常人。

学生因为家庭原因厌学，杜贤兵老
师引导学生自己反思，直到想通后愿意
主动学习；学生没吃早饭，他放下手中
的书本，自费为孩子们买来热腾腾的粥
和鸡蛋。正是这样一位严格不苛刻，宽
容不放纵的老师，让学生毕业多年仍时
常感怀和想念。

像杜贤兵老师一样的先进榜样事
迹，让年轻教师们十分受感触：“牢记理
想信念，争做仁爱之师，不仅是江北中
学多年延续的优良传统，也是每一位老
师为人师表的“第一课”。

学校党委通过“江中大讲堂”，以讲
座、论坛、故事分享等形式，组织全体教
职工开展政治学习，通过开展“扎根在

教育，奉献在讲台”主题实践活动，积极
引导教职工坚守教育理想，坚持教育正
义。

“除了理论修养的学习，学校每年
都会举办‘生命教育个案展示评比活
动’，给全体老师一个展示自我，相互倾
听与学习的机会。”学校相关负责人介
绍，学校涌现出诸如李柳红、江伟、刘家
宏、余明等一批有信念、有理想的好老
师，共同用仁爱播撒着初心。

多维成长
以创新自成高峰

“一年站稳讲台，三年走通教材，五
年独挡一面”，从一名教学新手到夺得

“江中成长杯”教学技能大赛一等奖顺
利合格，张茂只用了几年时间。

回忆起初进学校时的迷茫，张茂至
今记忆深刻：“从大学校园来到‘高手如
云’的江北中学，感觉自己要学的实在
太多。”短暂的迷茫后，张茂通过学校的

“青蓝工程”与骨干教师双向选择结成
对子，有了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初进学校一年，我听课120余节，
‘师傅’会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传授很
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小窍门、好方法，让
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张茂表示，自己很
快找到了提升通道，站上“江中成长杯”
竞赛舞台接受考验。

“如果一个教师仅仅满足于获得经
验而不对经验进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
便他有20年的教学经验，也许只是一
年工作的20次重复。”美国心理学家波
斯纳提出的论断，也是江北中学成熟教
师成长的写照。

“学校十分重视中高级教师的再学
习、再成长，在为老师们提供走出去和
请进来多样化培训的同时，通过‘精彩
工程’搭建‘江中教师示范课’等舞台，
激发中高级教师发挥榜样作用，重拾教
育初心。”学校教科室主任徐发林介绍，
骨干教师带头钻研学习，学校教师之间
形成一股“人人想学、人人愿学、人人要
学”的良好氛围。

作为教师成长公式中的一环，“四
课一力”对江中老师们来说早已不是新
鲜词。备课、说课、上课、评课‘四课’一
体化，师生同考进行学科解题能力（一

力）竞赛，让各科教师‘常赛常新’。”
近年来，在学校教科室的主持下，

江北中学优质教育集团内各校创新教
研模式，通过教研活动示范展示，让老
师们在“教中研、研中教”。例如以“如
何上好物理复习课”为主题的大型教研
活动，授课教师展示课例后，北碚区教
师进修学院专家、物理学科教研员、各
集团校教研组长、物理学科老师等共同
就该类型的课例展开讨论，总结基本形
式并推广使用。

“这样的教研不仅仅停留在教材，
而是跳出教材之外针对重点课例进行
研修。针对性强，干货足！”不少老师从
教研示范展示活动中获益，课堂质量得
到提高，这一江中独创模式也获北碚区
教师进修学院在全区推广使用。

生命为本
让教育成就幸福

“人一生下来就是向着幸福出发
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幸福的人。”但
汉国坚信，在学校生命教育理念下，幸

福是贯穿师生教育生活的关键词。
刚刚结束的暑假让江北中学的老

师们纷纷感叹：“在江北中学从教是一
件幸福、安心的事。”

原来，学期刚结束，学校就通过问
卷调查面向所有老师进行培训需求摸
底，最终确定PPT高阶美化应用、新课
改解读等培训板块。例如PPT高阶美
化应用板块，学校邀请“渝中区刘雅林
名师工作室”成员、巴蜀中学信息技术
教研组长廖霞芳为老师们作专项培训；
中医讲座培训板块，没有座位的老师甚
至站着听完了课。

学校老师们不仅学得认真，更为学
校的“高标准”套餐式、点菜式培训模式
点赞。这是江北中学教师幸福工程中
的一环。

“学校通过实施‘幸福工程’，从硬
件上保证良好的工作环境，为老师们开
展分层分类的‘生命化特色师资培训’，
就是要想老师所想，让老师们在江北中
学找到事业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学校
相关负责人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以教育集团龙头校
江北中学为中心，学校以全面提升师资
队伍素质为目标，以师资队伍梯队建设
为核心，成立了集团教师专业成长的科
研、教师教育、微课制作“三大工作坊”，
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成长的竞争激励
和考核机制。

近三年来，以但汉国为代表的江北
中学教师共承担市、区级重点课题11
个，让更多年轻力量有机会投入到教育
科研中；学校培养出一批实干强、理论
精的本土专家，多次受邀到巫山、彭水
等地开展讲座交流，一大批中青年教师
迅速成长，成为江北中学的骨干力量。

走过110周年，回首过去，一代又
一代江北中学教育人用崇高的师德，扎
实的学识，精湛的业务培育了无数优异
的江中学子；展望未来，迎接幸福、活力
的江北中学教育人的是更辽阔宽广的
星辰大海。

周珣 覃燕
图片由江北中学校提供

江北中学生命教育成果展示周活动

信念为帆 专业为本 成就幸福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背后的江中教育人

搭建“神经网络”
激活产供销

“‘村村旺’第一单成交的订单农
业项目，是梁平区供销合作社提供的
订单信息源。”重庆供销电商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桥梁说，

“村村旺”四级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就
像神经网络，当市级层面发出征集订
单指令，全市各区县分中心迅速反
馈，提交订单需求。

“当时，梁平区供销合作社反馈
梁平香香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1200
吨优质榨菜滞销，资金短缺，欠种植
户近100万元，心急如焚。”董桥梁
说，“村村旺”收到对接指令，迅速在
平台中搜寻目标企业并初步对接。
有了供销合作社的信用背书，多家企
业投来橄榄枝，最终梁平香香嘴农业
科技公司与涪陵榨菜集团达成撮合
服务协议，撮合成交腌榨菜1200吨，
成交金额148万元，并已进行交割。

“村村旺”促成的订单农业项目，
不只是眼前的这一单。8月中旬，梁
平香香嘴农业科技公司与涪陵榨菜
集团达成新订单合同，确定落地梁平
区，将带动当地发展3000吨榨菜种
植业务，预计带动300户农户增收
180万元。

用董桥梁的话说，“村村旺”就像
是农村电商供应链中的核心企业，传
递供需信息、撮合项目对接、云仓物
流传送、确保收货交割等，农村大宗
农产品的交易难题迎刃而解。

扩展服务网络
村镇农户共享便捷

“在‘村村旺’四级服务体系中，
乡镇的功能更类似于驿站。‘村村旺’
首批共建设了800个乡镇站点，这些
基层站点将成为传递中转的骨干。”
董桥梁介绍，农村网点O2O项目正
在城口县试点，这一业务项目将彻底
打通四级服务体系的“最后一公里”。

不到一个月时间，“村村旺”农村
电商平台新增研发O2O订货系统

1.0并成功上线，并与城口县供销社
紧密合作率先试点，为农村网点提供

“门对门”的一站式服务，迅速实现业
务破冰。

“村村旺”农村电商平台组织了
涵盖粮油调料、酒水饮品、休闲食品、
日化清洁、家居百货六大类1828个
适销对路的商品，相较以往网点供应
渠道，同一商品在“村村旺”平台的供
应价格比传统渠道价格平均降低
4.5%，流通成本降低后帮助农村综合
服务社电商网点经营户增收致富。

为了让电商网点经营户更快熟
悉平台操作，7月13日，“村村旺”农
村电商平台联合城口县供销社组织
网点经营户开展实操专题培训，为来
自城口县25个乡镇、街道的75名基
层社带头人讲解平台的操作规范并
开展实地演练，让经营户亲眼看到、
切身体会，真实感受到“村村旺”平台
为基层网点经营带来实实在在的便
利。

以信用促交易
推动“三社”云端融合

“以往，农村B2B项目交易不可
控因素很多，资金、产品质量、交割发
货等往往一些大企业不敢也不愿意
和小型民营企业合作。”董桥梁在做

“村村旺”前期市场调研时，资金链薄
弱、信息不匹配、交易不对等是大宗
农产品交易的主要障碍。

“三社”融合正是为打通交易壁
垒，贯通整个交易链条而来。为了给
商户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村村旺”
平台加强与农商行、建行、工行、农发
行、中国银联等金融机构合作，引入
持牌金融机构，重点开展“三农”普惠
金融专项业务合作，创新贷款方式，
简化贷款流程，实行利率优惠，采用
互联网化方式为农户及农民合作社
等提供小额信用贷款等金融服务，为
农产品收购、综合服务社电商购销等
农村电商业务提供信贷服务。

“‘村村旺’平台有真实的交易数
据，产品有销路，我们可以给个人提
供这种信用的贷款，在农民朋友们缺
资金的时候，要买种子化肥去实现农
业生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们提
供不需要抵押的信用贷款。”中国建

设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对“村
村旺”平台的用户感到放心，“黄连
贷、烟叶贷等都是与之相配套的个性
化金融贷款产品。”

“村村旺”农村电商平台在与金
融机构合作中，不仅有针对农户的金
融产品，还为企业和线下商户提供持
续性、针对性服务。如今，企业提供
信用的贷款，只需提供在“村村旺”电
商平台进行的交易信息，就可以拿到
金融机构的贷款，为扩大经营提供有
力保障。

从供销合作社的订单撮合、信用
合作社的金融支撑，到农村专业合作
社农业企业和农业大户的线下生产，

“三社”将在“村村旺”这个架设在云
端的平台上实现有机融合。

“村村旺”以农村电商为突破口，
创新建设“互联网+”的农村流通服务
体系，正在快速激活覆盖全市的“市
—区县—乡镇—村”四级农村电商运
营服务组织体系。可以预见的是，该
平台将为我市“三农”发展中的数字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成为激发“三
农”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

汪文静
图片由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

收购农产品513万斤，成交额828.6万元，与36个区县100余个乡镇实现对接——

“村村旺”四级服务体系 激活三农发展新活力

“村村旺”农村电商服务
平台自上线以来，坚持为农服
务公益性质，坚持市场化运作
原则，加快开展 MVP（最小可
行性产品）业务试点，持续建
设起覆盖全市的“市—区县—
乡镇—村”四级农村电商运营
服务组织体系。

截至 8 月底，“村村旺”平
台已实地走访对接各类基地、
厂商等上下游企业 150 家，累
计成交腌榨菜 240 万斤、猕猴
桃230万斤、二荆条辣椒10万
斤、圆白菜 31 万斤、土豆 2 万
斤，累计实现各类农产品收购
及交易达 513 万斤，成交总额
（GMV）828.6万元。组织梁平
区相关乡镇及合作企业实施
3000吨榨菜青菜头种植订单，
于8月下旬安排育苗播种。已
与全市 36 个区县 100 余个乡
镇基层组织实现对接，大力推
进村村旺直供基地（农民合作
社）建设，在城口、彭水、酉阳、
涪陵、梁平、奉节、武隆等区县
启动业务合作试点。全市乡
镇基层供销社及村级农村综
合服务社已挂牌90家，各基层
网点正在陆续挂牌营业。平
台已入驻企业 276 家，平台上
线上行农产品1152个、下行消
费品 1828 个。率先在 B2B 项
目、订单农业项目、农村网点
O2O等业务试点上实现突破，

“村村旺”农村电商平台贯通
四级服务体系，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农村兴旺，迅速
激活“三农”生态系统。

奉节合作社与“村村旺”首单合作的2万斤土豆进入主城市场

首批1.5万斤圆白菜由基地合作社直达仓库

农村电商助力脱贫攻坚
之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