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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教育

歇台子小学“生命阳光”特色教育拓宽人才培养格局

特色名片——垃圾分类
让城市环境轻下来美上去

“看，这是我们学校的智能化垃圾分类
收集箱，有了它，所有的垃圾都能找到自己
的‘家’。”歇台子小学学生刘粲昀卖力地介
绍着。

垃圾分类渐成“新时尚”，歇台子小学
更是其中的“弄潮儿”。

在这里，孩子们有垃圾要扔的时候都
会将垃圾先分类，然后在智能化垃圾收集
箱对应的区域“打卡”，准确投放后还可以
获得相应积分进行礼品兑换。用学生喜爱
的方式推广垃圾分类，调动起了他们爱护
环保，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校长牟映介绍说，实施垃圾分类环保
行动反映的是对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的尊
重和珍视，这正与学校敬畏生命、尊重生命
的“尊重教育”办学理念相吻合。

垃圾分类对欠缺一定生活能力的小学
生来说究竟有没有难度？

歇台子小学用行动证实，小学生也能
做得很好，能把垃圾变废为宝，还懂得以身
作则引领家长参与其中，用他们小小的力
量为环境“减负”。

该校出台了一系列垃圾分类的管理制
度，并制作了学生能一眼看懂的“分类指
南”，在每个班级还设立了专门的垃圾投放
专员，引导和提醒同学老师正确进行垃圾
分类投放。同时学校也对各班学生参与垃
圾分类行动情况进行展示评比，如今每间
教室都有可回收物收集箱。

孩子们还“大开脑洞”地用巧手和想象
力把垃圾变废为宝。

他们把废弃的包装纸盒、金色纸片和
白色泡沫等材料制作成故宫模型，还有很
多形态各异、精巧可爱的创意小作品，都是
垃圾的“变身”。例如用雪糕棍做成的帆
船，用矿泉水瓶、纸板、碎布料做成的环保
小凳子等，无不彰显孩子们超强的环保力
和创造力。除了这些作品以外，歇台子小
学还开展了垃圾分类系列主题活动，包括
制作手抄报，开展绘画比赛、征文比赛等，
不少学生还参与到家庭和社区垃圾分类行
动中，人人都夸他们是环保小能手。

设立班级爱心盆栽区以来，孩子们动
手栽培农作物、花朵、植物、果木等。为了
植物长得更壮更好，学校还引导他们将瓜
果的果皮果核进行科学发酵，制作出了能
促进植物生长的酵素，并用这些酵素对盆
栽区的植物进行施肥养护。

此外，环保也被作为重要学习元素纳
入了课堂中，现在各学科教师十分注重环
保知识的渗透，甚至专门开课教学生学会
垃圾分类，学会保护环境。

通过垃圾分类，孩子们不仅增长了垃
圾分类的知识和环保意识，也通过绘画征
文比赛、变废为宝活动、走向社区实践等方
式培养了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垃圾分类成为了歇台子小学一道新的
风景线，让这所有80年办学历史的老校展
现出教育新生态，呈现出教育的蓬勃生机。

目前歇台子小学已成为垃圾分类工作
唯一的区级学校示范点。

特色名片——立德树人
浇灌德育花浸润好少年

2005年，歇台子小学一名叫朱德睿的
重庆市十佳少年队员发起成立了全市第一
个以在校学生名字命名的公益组织——

“德睿爱心站”，资助了多名贫困山区的小
学生。不仅如此，Gerba geman捡拾者
公益计划也是由歇台子小学的优秀毕业生
李佳颖发起的，致力于向公众宣传倡导环
保。

爱心、公益，可以说是歇台子小学立德
树人的一抹亮色。

在垃圾分类行动基础上，学校成立起
“小蜜蜂环保志愿者”服务队，这也为该校
持续开展爱心公益的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
动力。

面对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歇台子小
学近两年来在延续爱心公益行动的同时，
还格外注重开展受学生喜爱并能起到润物
无声作用的德育活动。

今年3月，该校特地邀请到国际象棋
世界第十六位棋后，也是中国第五位棋后
谭中怡，以及中国女子国象队的黄茜、雷挺
婕到校和学生一起参加活动。孩子们能与
世界冠军过招好不激动，对国际象棋也产
生了更多热爱，纷纷表示要以世界冠军为
榜样，学习她们坚韧不拔、勇于进取的精
神，培养良好的思考和学习习惯，让自己在
面对新的任务、新的挑战时，勇往直前。

今年儿童节，歇台子小学还为毕业生
高熙开了一场个人画展。

从小就爱画画的高熙，11岁就被北京
人民画院授予“北京人民画院小院士”称
号。在画展上她热情地向弟弟妹妹们讲解
画作、交流心得。高熙感叹地说，歇台子小
学就是梦想启航的地方。这场别开生面的
画展也鼓舞了很多学生。

无论是邀请世界冠军进校园，还是为
毕业生办画展，都为学生埋下了梦想的种
子，为学生注入了成才的动能。事实上，像
这样的德育活动还有很多。

据悉，该校还相继开展了童歌会、艺术
节、特色社团、校园吉尼斯，以及新生入队、
文明礼仪见行动、“莎姐”进校园、家长开放
日等活动，并引领学生多次参加电视台节
目录制、区级艺术展演、区级庆祝活动等，
让学生在活动中增加展现能力和自信，同
时带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促进他们个
性而全面发展。

德育浸润出新时代好少年，他们用行
动丰厚人生价值。

学生雷浩然用暖心礼物看望消防官
兵，被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新闻直播
间》等关注报道，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大
队辅导员荣获2019年全区“十佳少先队辅
导员”光荣称号；仅一年来有师生荣获区级
以上德育活动奖励及荣誉60余人次……
歇台子小学响亮地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
时代之问。

牟映表示，学校将深入推进家校共育，
通过举办家庭教育专家报告会、开设“家长
爱心课堂”、建立“家长义工团”等创新举
措，增强家校教育合力，让立德树人不止在

学校发生，也在每个家庭里生根发芽。

特色名片——国防教育
示范学校背后的课程力

9月9日，我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来到
歇台子小学开展“市级双拥模范城”检查考
评工作。在80年的办学历史中，该校一直
延续着优良的国防双拥工作传统，与周边
部队关系密切、情谊深厚，开展了一系列富
有成效的国防教育和双拥共建工作。此前
学校更被国家教育部评为“中小学国防教
育示范学校”。

据悉，该校每一年都将拟定专门的国
防教育计划，优先纳入“校长行动计划”，做
到年初有计划、季度有检查、年底有总结，
同时还将国防教育与班队活动、与思品等
众多课程相结合，有机融入其他学科，延伸
了国防教育的广度。

重视国防教育不止于此。该校还开发
完善了独有的“960国防教育”模式，从“文

化浸润”“课程浸润”“活动浸润”等方面着
手，通过国防大讲堂、新春走军营、国防教
育周、全国首个校园武警执勤试点等军民
融合教育，培养学生有爱国情怀、有责任担
当等素养。考评中，我市双拥工作领导小
组对歇台子小学国防教育赞不绝口，建议
学校进一步丰厚环境文化氛围、深度挖掘
国防资源、丰富主题实践活动、打造国防精
品课程，为服务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

国防教育特色背后正是课程创新力生
动映现。

基于“生命因尊重而精彩”办学理念，
歇台子小学结合“爱生活、会学习、善创造”
的育人目标，构建了内容完善、特色鲜明、
面向未来的“生命阳光”课程体系，致力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据了解，“生命阳光”课程把国家课程
整合为品德与健康、艺术与生活、语言与表
达、思维与实践、探索与创新。拓展类课程
则包括常规活动课程和选修课程，常规活
动课程有经典晨读、小荷午讲、快乐大课间
等，是孩子们最喜闻乐见的活动。而选修
课程则包括校级特色课程、社团活动和延
时服务。

目前，国际象棋、芭蕾舞、魔方、人工智
能等选修课深受学生喜爱，学校还将开设
高尔夫等选修课。为了解决家长接送孩子
的后顾之忧，歇台子小学心系民生，开设了
45门延时服务课程，包括美丽芭蕾、思维
导图、话剧表演、手工制作、舌尖上的美食
等，学生网上报名、走班上课。牟映表示，
这些课程不会加重学生学习负担，主要是
以培养兴趣爱好为主，使他们在快乐中成
长。

不同类型课程的开展推进也离不开一
群有能力、有担当的教师。

歇台子小学两年来还精心搭建多层
面、多渠道的教学交流互动平台，为教师提
供各种培训学习机会，跻身中国教科院九
龙坡实验区教师科研能力提升项目学校，
教师获得国家级、市级奖项20余人次，区
级奖项50余人次，指导学生获国家级、市
级、区级奖项367人次。教师课堂教学能
力、教改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等业务素养
得到提升，撑起了学校跨越发展的“脊梁”。

文秀月 张林英 刘进 图/李显彦

“生命阳光”课程下的新型课堂

校园里快乐的孩子们

现代化校园让教育更美好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已一
周年，回头看学校这一年来
所呈现的新气象，令我们对
未来更有信心。这一年来我
们认真落实全国、全市教育
大会部署，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先后取得“全国中小
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中国
公益星环保公益创新基地”

“重庆市垃圾分类志愿者服
务市级示范岗”等称号，收获
了九龙坡区办学水平综合评
价一等奖等荣誉。

风好正是扬帆时。今年
是建校 80 周年，我们将传承
光辉足迹，将喜迎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的喜悦之情、自豪
之情化为勤学之心、奋斗之
力，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争做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用更优异的育人成
绩和办学特色献礼祖国。

我们还将深入推进“一
二三”发展策略，以“尊重为
核，育生命之花”为一条主
线，注重“生命关怀、智慧启
迪”两大重点，聚焦“课程改
革、生命课堂、学业评价”，教会学生掌握
尊人、尊己、尊自然“三把钥匙”，为学生
铺陈“爱生活、会学习、善创造”的人生底
色。
——重庆市九龙坡区歇台子小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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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中国青少年科学技术普及
活动示范学校、全国少年儿童科学
体验活动示范学校、首届全国科学
教育实验基地、全国新课程改革实
验园地、全国少年儿童平安行动示
范学校、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
学校等国家级荣誉。

●荣获重庆市文明单位、重庆市教
育科研实验基地、改革开放三十周
年重庆教育创新典范学校、重庆市
安全工作先进学校、重庆市教育最
具影响力名校、重庆市读书育人示
范学校、重庆市垃圾分类志愿服务
市级示范岗等市级荣誉。

学校实践垃圾分类环保教育

每一个生命都是点燃梦想的燧石；每一张笑脸都是教育前行的动力。
迎来建校80周年的歇台子小学，赓续传统、砥砺创新，在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坚守立德树人，形成垃圾

分类、国防教育、生命阳光课程等特色教育，让“生命之花”绚烂绽放，让育人情怀充沛饱满，让人才培养更有格局。
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建校80周年为契机，歇台子小学展开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校庆活动，如“欢歌庆

盛典·追梦新时代”艺术节、“国旗伴成长，争当护旗手”主题活动等，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引导学生丰厚生命价值。
梦想，不休不止；奋进，无时无刻。
在新征程踏歌而行的歇台子小学，虽八十风华却正值青春。

踏 歌 而 行 八 十 风 华 正 青 春

在高质量发展中坚持立德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