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大学附属小
学是教育部12所直属
高校附小之一，是西
南大学、重庆市教科
院、中央教科所的教
育科研、实验实习基
地，是国家教师教育
创新西南实验区示范
基地、中国青少年素
质教育实践基地。

经过近70年的发
展与积淀，学校已形
成校本部、缙云校区

“ 一 校 两 点 ，一 体 管
理，多元发展”的办学
格局。学校响应国家
援藏教育工作号召，
在 2016 年 7 月到 2019
年 7 月的 3 年里，先后
选派 3 名不同学科老
师参加教育部直属高
校援藏任务，是重庆
唯一一所参与此次任
务的学校。在援藏过
程中，3名教师不辱使
命，克服困难，用爱与
美谱写了援藏教育新
篇章。

吴世彬，西南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作为首批高校“组团
式”援藏教师，肩负着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数学老师、班主任、教
务处副主任多项工作，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虽然学校已经积极
做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但是身体的不适应还是让他感到明显
的“水土不服”。

拉萨市实验小学位于布达拉宫的脚下，海拔3000多米。
“有的老师一下飞机还没住进宿舍就直接住进医院了。”慢性高
原反应一直困扰吴老师，“虽然头痛、胸闷、睡不着觉，一下子很
难适应，但是最难的还是西藏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质量与内地差
距很大。”

吴世彬对三年级、四年级的数学进行了改革，对授课教师
开展培训，让他们的教学不要仅停留在教材里，而是更多的通
过课件将数学文化进行渗透。“知识不是死板的而是鲜活的，它
根植于生活，最终将回归到生活中去。学习一门课程不光是对
知识的掌握，更多是活动经验的积累、方法的理解、思想的感
悟。”吴世彬介绍说。

在课上，他将数学的授课节奏变慢，把原来由老师“主宰”
的课堂交还给学生，增强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动手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交流。更大的空间展示自我。

课下，吴世彬开展兴趣班、综合实践课，对学生进行身体的
照顾和心理的辅导。他不仅是学生的老师，更像是朋友，像爸
爸。一名藏族男学生因为手上有些残疾，变得内向、自卑甚至
不合群，吴世彬于是刻意多次与这名学生打招呼、谈心。这名
学生渐渐地将吴老师看成是自己最亲密的人，有事没事就跟吴
老师聊天，关系十分亲近。吴世彬通过这个机会帮他打开心
扉，鼓励他课上发言，给他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一年后该学生
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自信开朗。

教书育人不仅是知识的讲授，更是爱的浇灌，用爱建造的
无形桥梁，将心与心相连。

用爱构筑援藏的桥梁

2018年4月，一篇名为“平衡里面学问多——小学跨学科兴趣互动探
讨”的文章刊登在了《西藏教育》杂志上，这是西南大学附属小学援藏教师
吴云老师发表的。

吴云在援藏期间，利用每周五下午的综合实践活动课指导科学小组利
用科学实践内容的广泛性，把数学、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知识结合起
来。组织学生开展《平衡的学问》综合实践课，让学生在复习巩固和提高有
关科学知识的同时，把数学的等式、美术的均衡、杆秤的制作等有关知识和
技能联系起来，在动脑、动手、动口之中沟通知识的联系，扩大视野，锻炼能
力，为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提供了有利平台。

由于藏族学校师资有限，科学教师由其他学科兼任的情况比较普遍，
导致实验操作不够熟悉，科学教学更是停留在理论上。为改变这一现状，
吴云进行了小学科学实验的实际操作培训，为大家展示了实验规范化操作
的视频资料，最后全体科学老师一起动手，对过滤实验、天平使用实验、烧
杯罩下蜡烛燃烧实验等小学常用实验进行了完整、规范的操作。

经过这次培训，科学教师对实验的整体认识有了大幅度提高，动手能
力也得到了提升。

随着2017版《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落地实施，小学科学新教材也开
始编写实施，很多藏族科学教师对教材还缺乏理解，吴云从人教版科学教
材整体编排入手，聚焦一年级教材，具体到每一篇课文，逐一进行分析，让
藏族老师们正确理解了编者的意图和每一课要表达的教学目标。

“吴老师业务能力很强，和我们相比就像一个巨人……”这是藏族老师
对他的评价。

吴云还设置了恒温实验室，不仅种植了向日葵、萝卜、凤仙花等植物，
还养殖了在藏区难觅踪影的蚯蚓等昆虫，为学生的科学学习和课外活动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科学离不开实验，实验的日积月累才能揭开科学的面纱，让实验的小
石子铺设成一条条通往科学大门的轨道，让藏族学生从小培养科学的浓厚
兴趣，掌握科学的知识与技能。

周珣 古月 图片由西南大学附属小学提供

用实验铺设成长的轨道

于宏，重庆市美术骨干教师，重庆市学科名师。“孩
子，你能看见吗？有眼睛，就一定能看见吗？只有眼睛能

‘看见’吗？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世界会不同吗？你能把
你的看见，让别人也看见吗？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因为
美术，是另外一种‘看见’。”这是于宏写在“六一”艺术展
览上的前言。这个是拉萨市实验小学四年级孩子一年的
美术课堂作业组成的展览，旨在传达“美术是一种视觉语
言”的观念，只有“看见”才能画出来。这种看见并不是只
有眼睛能看见，你身体的所有感官都能“看见”。而美术
可以把你所有的感知也让别人看见，甚至你可以让人看
见内心。

于宏说：“藏族学生与生俱来有着艺术天赋，应该让
他们受到更专业的艺术教育，让藏文化得到更好的发扬
与传承。”因此，她努力适应着高原给身体带来的不适，毫
不懈怠地上好每一堂课。

入藏之前，拉萨市实验小学3个校区只有2名专职
美术老师，艺术教师接受的专业训练有限，师资严重不
足，艺术教育方法也比较单一，有很多学生还没毕业就被
派去当美术老师，上课方法也基本是拿个范画让学生临
摹，评价标准也是单纯的画得像不像。这与西藏传统的
教育模式分不开。于宏开展了一系列课程讲座，力求改
变教师观念，让学生得到实惠。

在一年的援藏时间里，学生们对美术学科有了新的
认识，各个校区也确保了1到2名的美术老师。藏族学
生通过美术提高了综合素养，将各科知识从点到面整合
在了一起，上课踊跃举手，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学校整体
教育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是美让藏族师生对科任学科有了新的认识，而美育
的纽带已经编织起藏族孩子的艺术梦想。

用美结成教育的纽带

用爱与美谱写教育援藏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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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教育

西南大学附属小学

吴世彬老师把数学课堂“交还给”学生 于宏老师带领学生感受艺术之美 吴云老师指导学生开展综合实践课

联发君领西城 开启大渡口高端低密品质时代
入渝11年以来，重庆联发在不断深耕重庆的同时，聚焦多热点板块，通过对美好生活地不断兑现，助力重庆发展。
如今，重庆联发乘着重庆发展的东风，将联发君领西城布局大渡口，以高端的品质、东方文化的基因、建筑的哲学致敬城市美好生活。

伏牛溪板块宜居价值彰显

由内陆“老山城”到“大重庆”的
生长嬗变中，联发自进入重庆起，就
前瞻性地把握住了城市发展方向，联
发的人居理想，始终要与城市的理想
同步。

在城市土地紧缩，向外不断扩张
的过程中，日渐稀缺的内环土地将更
加珍贵，随着市场趋于理性，地处城
市内环的大渡口真实价值逐步爆发，
就在今年的5月，大渡口土拍创新高，
不仅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关注，也宣告
了自己的核心价值。此外，大渡口区
还拥有主城九区里面最长的江岸线，
滨江地块丰富，在“两江四岸”方案实
施后，稀缺性更加凸显。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科学城和重
庆西站、即将建成的轨道交通5号线、
红岩村大桥的逐一布局，区域转型发
展取得阶段性成果以及交通瓶颈得
以突破也加速了大渡口的价值回归。

稀缺的城市核心区域，一定要有
高品质的开发商，才能敬献世人一个
经典作品。生态宜居、配套丰富的大
渡口伏牛溪板块，吸引了联发的目
光。

伏牛溪板块位于大渡口区中部，
地理位置优越，紧邻主城二纵线、华
福路、内环高速路及九永高速，轨道
交通2号线自北向南沿板块东边界延
伸，轨道交通5号线自东向西联通九
龙坡区和巴南区，陆上交通方便快
捷。

根据最新规划，伏牛溪板块将建
设伏牛大道1条重要交通轴线及片区
路网，打造“西部山脊绿廊”与“伏牛
溪水廊”2条山水生态走廊，建设五一
互助“宜居宜游生态生活区”、公民凤
阳“主城品质居住示范区”、康体城

“新兴体育产业引领区”、民胜鳌山
“山水秀丽康养特色小镇”4个片区，

大渡口区对伏牛溪板块高标准设计、
高质量规划，全力打造主城生态宜居
宜养特色小镇。

生态方面，大渡口将启动伏牛溪
生态景观工程建设，拟建设生态修复
型滨水公园350亩，建设公园17个，
打造12公里滨水步道、16公里通山
步道和18公里特色休闲环道。

此外，伏牛溪板块将以打造康体
产业城为中心，重点建设具有带动效
应的大型体育场馆，承办大型体育赛
事；建设一批医疗、教育、购物、行政、
安全、文化等配套设施，使板块功能
更完善。

作为大渡口区重点打造区域，伏
牛溪板块价值日益凸显。借此，重庆
联发把握伏牛溪发展的新机遇，将联
发君领西城落址于此，为大渡口构筑

更加美好的生活蓝图。

君领西城的匠造逻辑

好的土地，要有与之匹配的产
品，才能相得益彰。

入渝11年，重庆联发在渝北、巴
南、大渡口等主城各大商圈布局，相
继开发了联发嘉园、联发瞰青、联发
欣悦、联发公园里、联发龙洲湾1号、
联发西城首府、联发東悦府、联发君
领西城等9个城市地标和标杆级地产
作品，深受好评。

在重庆联发看来，建筑不只是僵
硬的表述，而是生活的容器，通过设
计、历史、文化、思想、故事、环境来表
达生活的艺术与意境。

构筑理想居住生活空间并付诸

予强烈的精神属性，就是君领西城建
筑呈现的核心理念。

产品细节上，联发君领西城从拿
地、地形地貌研究、产品调研、团队设
计、产品打造、营销推广等各个细节
出发，深度调研重庆人的居住需求，
在伏牛溪板块匠造2.0低密纯粹大平
层产片，把居住还给自然和文化，仅
建造518席产品，敬献城市极少数人
群。

注重产品精神属性，则是重庆联
发的另一特点，致力于为客户带来全
新幸福生活体验。

全新升级的联发3Q+生活价值
体系将在联发君领西城全新呈现，于
3Q体系原有智慧、健康、人文3大主
题之上，新增客户关照体系，并以16
大生活情境106个产品与服务价值

点，全面表达联发在理想人居构筑上
的探索与实践，为客户营造更美好的
生活方式。

这是君领西城所恪守的，用建筑
去理解人与居住的关系，专注于为业
主提供居住的幸福感，使得它们具有
情感和情怀。

“君澜”TOP系首著

联发君领西城作为中联发在重
庆首个“君澜”TOP系产品，口碑很大
程度上决定它在该区域的存活度。
品牌是做出来，这就注定联发会“豁
出去”地做好产品。不同于其他开发
商开盘的快周转节奏，联发地产慢工
出细活，再树人居标杆。

联发君领西城以精工筑精品，融
新中式风格与现代极简美学优势，勾
勒东方韵味人居，仅构建了518套套
内约 102－121 平方米纯板式大平
层，保证了产品的纯粹性。产品打造
上，项目呈纯板式两梯两户舒适人
居，精研双景观阳台、约7.4米宽奢大
横厅、独立静谧书房、独立玄关入户
等，把空间还给生活，让居住更为舒

适。
不仅如此，联发君领西城还提供

了大量建筑空间，楼间距最大可以达
到65米，为业主精心筑造了约2万平
方米园林，包括观云院、逐光院、沁芳
院、拾泉院、浅草院等一轴3厅5院5
境景观；另外还在约2000平方米的
架空层中，打造儿童馆、健身馆、国粹
馆、阅读馆，让每个家庭成员都能在
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活动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大渡口首个
智慧住区，联发君领西城特别引入私
密梯控系统、全子母门带指纹锁等智
慧科技配置，安全又高级，保障客户
的安全性，让智慧服务生活。

深耕重庆11年，联发带着对城市
精神内核的深刻理解再到西区，以高
标准的建筑设计、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细节投入，打造联发TOP系项目联发
君领西城，推动大渡口从潜力股到绩
优股的转变，这将给区域注入新的活
力与精神内涵，成就重庆下一个值得
期待的板块。

方媛 图片由重庆联发提供
联发君领西城项目效果图

联发君领西城中庭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