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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靓丽行动”
改善社区环境

“过去的破旧坡地，现在成了社区
小花园；违章建筑拆除了，还修建了公
厕和休闲长廊。社区微整治为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更多便利，也让我们的居住
环境变得更加舒适。”上清寺街道曾家
岩社区，在这里居住了38年的市民胡
淑芳一个劲儿地为社区微整治工作点
赞。

社区里，不少楼栋的墙面上增设
了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家规

树家风传家训以及邻里和谐等内容的
彩绘、浮雕、铝板画等。在社区新修建
的休闲长廊里，居民们坐在休闲座椅
上休憩娱乐。几位老人说，对比以前，
经过微整治后，“小区环境上了几个档
次。”

曾家岩社区的变化只是渝中区开
展社区微整治工作的一个缩影。

今年7月以来，渝中区按照城市综
合管理“七大工程”的要求，下足“绣花”
功夫，大力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推
行社区微整治“靓丽行动”。

“近年来，随着重庆旅游业的不
断升温，渝中区有了越来越多的旅游

‘打卡地’，这对我们城市管理和城市
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渝中区城
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此，该
区针对渝中老旧小区多和旧城改造
中的实际情况，决定开展社区微整治

“靓丽行动”。
渝中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高度

重视，通过马路办公、现场调研，提出
在全区 11 个街道、25 个社区进行夏
季城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开展
社区微整治，突出“一街一景”特点，
统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整治，
改善城区环境，不断提升城市颜值，
努力打造全域旅游城区，让居民群众

有获得感。
按照渝中区委、区政府的安排部

署，渝中区城市管理局立即展开行动，
全方位对接街道，实地研判设计方案，
全面动员社区居民、物业公司、社会单
位紧盯“脏乱差”进行问题排查，重点开
展对社区楼道粉饰、设施修复、院坝维
护、管沟疏理、疏通排水、归整管线、增
绿添园等整治，全力推进社区微整治行
动。

截至目前，全区共有32个社区开
展微整治，粉饰墙面约29567平方米，
修复楼道569处，增园添绿9260平方
米，疏通排水200处，修复路面726处，
更换收运设施 524 个，清除牛皮癣
21171处，取得了“投入少、时间短、效
果佳、民意好”的效果。

注重文化打造
提升城市品质

斑驳的外墙画上了寓意深远的耕
读故事、凌乱不堪的过道与院坝铺装了
透水砖、破烂闲置的空房打造成了书院
……经过3个月的加紧施工，在大溪沟
街道张家花园192号，一个院落干净整
洁又绿意盎然、外墙立面清爽宜人又富
有韵味、书院藏书丰富又富有时尚气息
的“耕读文化院落”打造完毕。

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张家花园

192号，6栋9层单元楼合围成一个小院
坝，是渝中区典型的老旧居民楼院。以
往，这里的线缆乱拉乱接、外墙地面破
损、市政设施老化，又没有专业的物业
公司管理，100余户居民的生活环境经
常是脏、乱、差。

今年8月，由大溪沟街道牵头，对张
家花园192号开展人居环境微整治。
通过铺装地砖、粉刷墙面、规整管线、植
树添绿，以及把破烂闲置的空房改造成
书院（人和书院）等举措……原本破旧
的住宅区从此旧貌换新颜，化身为“耕
读文化院落”。

“我们这个院子大变样了！”坐在院
子里新安装的休闲长椅上，社区居民岑
远和高兴地说，“以前院子里脏乱差，我
们老人家都不想下楼来，现在漂漂亮亮
的，我们经常下来摆龙门阵，还能到书
院看看书、写写字。”

在渝中区社区微整治过程中，突出
文化元素是渝中区城管局开展此项工
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如上清寺街道在曾家岩、嘉西村、
学田湾、春森路4个社区微整治工作
中，以社区院落为重点，从微观入手，从
细节出发，突出曾家岩政治特色、嘉西
村老重庆特色、学田湾集市气息、春森
路历史特色，把微整治与群众实际需
求、城市管理、社区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一体实施，进一步改善了社区环境，提
升了社区品质。

南纪门街道在对主次干道、山城步
道等区域进行问题梳理的同时，强化对
乱堆放、卫生较差、秩序较差等区域的
入户宣传指导和整改落实，让商户、居
民从“站在一旁看”到“聚到一起干”，共
同维护良好的市容环境。

渝中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和百
姓需求，继续推行社区微整治，注重文
化打造、细节把握，切实改善社区环
境，提升社区品质，让群众更有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让渝中更加美丽
多彩。

张锋 盛志信
图片由渝中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渝中 开展社区微整治 提升居民幸福感

人和书院文化元素喷涂整治前

人和书院整治后

下足“绣花”功
夫 ，做 好 城 市 管
理。今年以来，渝
中区城市管理工作
围绕精细化、智能
化、人性化要求，针
对全区部分年久失
修的居民楼道、院
坝管沟、市政设施
等，开展了社区微
整治“靓丽行动”，
通过花小钱办大事
整治社区“死角”，
不但提升了城市品
质，使母城的颜值
不断刷新、气质更
加迷人，更重要的
是让生活在老旧社
区的市民有了满满
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彰显出浓厚的
民生情怀，赢得市
民真情赞许。

枣子岚垭二巷整治后枣子岚垭二巷整治后
曾家岩社区将破旧坡地整治成小花园曾家岩社区将破旧坡地整治成小花园

曾家岩社区拆除违章建筑修建公厕和休闲长廊
曾家岩社区拆除违章建筑修建公厕和休闲长廊

城乡学校焕新颜成为
辖区风景线

石溪镇中心小学是一所偏远的农
村学校，建校有100多年历史，几年前
厕所还是使用的旱厕。“非常简陋、蹲坑
式的，而且没有水冲气味也很大，甚至
连洗手设施都没有。”说起以前的厕所，
学校校长直摇头。

随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推进，石
溪镇中心小学掀起了“厕所革命”，地面
和墙上全部贴上了瓷砖，天花板吊顶，
墙壁、洗手台摆上了绿植盆栽，甚至还
装了防蚊设备，且每个蹲位都装上了水
箱和小门。

以前孩子们上完厕所连奔带跑地
离开，现在他们先在洗手台上洗净双
手，并在镜子前面整理好衣冠再离开。

一所农村学校的厕所之变并不是
偶然，也不是个例。

宏图村小学以前只有一栋教学楼
和简单的几间教室，操场非常小，食堂
还是用的土灶。短短几年间，学校面积
大了一倍，不仅有塑胶运动场，还有篮
球场、羽毛球场，甚至装上了孩子们从
来没见过的电子白板。

因为办学条件的提升，当地居民不
想再砸锅卖铁送孩子去城里读书，学校
学生从几十个人增加到了162人。

变化的不止是农村学校，得益于义
务教育均衡区创建，城乡学校纷纷展露
新颜，有的还成为辖区的一道美丽风景
线。在南川区委、区政府的优先重视
下，在每年不断增加的教育投入下，在
学校布局规划优化下，近三年新建迁建
学校6所，8所扩建学校全部完工，83
所学校维修改造项目全面完成。

全区学校实现运动场全部软化、直
饮机全部配备、教育装备全部提升、卫
生厕所全部覆盖。

着眼民生推系列举措
为教育升温

通过缝纫基础、家政厨房、超市购
物、劳动种植等适应性课程，南川特殊
教育中心173名学生掌握了基本的生
活技能，而针对那些不能来学校学习的
残疾儿童，学校也定期送课到家，帮助
他们进行康复性训练或者是知识学习。

这样的暖心细节正是南川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中的幸福掠影。

“孩子每一年都能得到资助，很大
程度上减轻了家庭负担”“我在外面打
工多年，多亏有当地老师照顾孩子”“到
南川城区上班后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
本以为很麻烦，没想到也有好学校接纳
她”“娃娃每天吃得健康又有营养，最近
回去一看还长高了不少，我们当家长很
放心”……

家长们幸福感触的背后，也反映出
南川促进教育公平的民生行动。

聚焦民生关切，着力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南川建立起以政府
为主导、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留守儿
童、残疾儿童、贫困儿童等特殊群体关
爱机制。通过创新实施代理家长制度，
留守儿童得到更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关
心；通过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形式，残
疾儿童平等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通
过严格执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
策，流动及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率达
100%。

不仅如此，南川还实施起贫困家庭
子女“五年救助”，每年资助贫困生4万
余人次，发放资助金4000余万元，并落
实营养改善计划资金1100余万元，

资助政策全落实、全覆盖，南川兑
现了“绝不让任何一个特殊群体的家庭

担忧，绝不让任何一个特殊群体的孩子
掉队”的承诺。

以文化提升和保洁
行动点亮特色

马嘴实验学校的学生一走进大自
然就能一口气辨别好多植物，还掌握不
同植物的种植方法，特别是对药用植物
有深入认识，难怪被称为“小小李时
珍”。

开设《小小李时珍》这门校本课程
以来，学校不仅撰写了校本课程纲要，
编写了课时活动方案，逐步打造出一个
近2亩面积、适应课程需要、深受学生
喜爱的种植园，目前里面种植的本地中
草药植物就有近200种。

文化厚度决定学校发展高度、人才
培养广度以及内涵提质深度。

近年来，南川投入专项资金6000
余万元，引领城乡学校共同开展起“校
园文化提升”和“校园保洁”两大行动，
净化校园环境的同时深耕文化沃土，建
成国家级和市级特色学校21所，大有
镇中心校、黎香湖镇中心校等5所学校
获批全国创文明校园先进学校、市文明
校园。

民主镇中心校粘烙画带动当地产
业发展，大有镇中心校把山歌文化融入
大课间活动使其得到弘扬传承……笋
竹、树叶、茶叶、板凳龙舞、金山打闹、苗
族歌舞等元素成为了城乡学校的特色
品牌，这些蜕变不仅看得见还格外耀
眼。

每一所学校都追求内涵发展，每一
所学校都致力特色创建。南川形成“一
校一品牌、一校一特色”格局，促进城乡
学生个性而全面发展，仅今年全区就有
3000人次学生获得国家级奖励。为进
一步丰厚育人品质，南川还推进国家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示范区”建设，先
后荣获3个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和2
个重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获批国家
级市级创新基地、精品课程及课题33
个。

让城乡教师招得来、
留得住、教得好

三泉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三楼有
一间名叫“听泉轩”的教师休闲吧，清新
雅致的休闲吧里有图书柜、电脑、茶几、
沙发等，每当完成了教学任务后，学校
的教师们总爱来这里坐一坐，或上网、
或阅读、或品茶、或聊天……

有教师这样说，可别小瞧“听泉轩”
的作用，老师们常常三五成群在这里谈
论教学教研的心得体会，收获的不止是
放松更有成长。

休闲吧在南川城乡的每所学校都
有，小小一间屋却增添了大大的幸福。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优质发
展，教师队伍起到的是顶梁柱的作用。

为让城乡教师招得来、留得住、教
得好，近年来南川全面加强了师资队伍
建设，健全教师补充机制，每年定向培
养全科教师，开展形式多样的专业技
能、业务水平等培训、竞赛活动，全面实
施校际交流、学区走教。同时向小规模
学校和农村边远学校倾斜编制，建立起
教师轮岗交流、乡村学校教师跟岗学习
等制度，并选派城区优秀管理干部到乡
村学校，辐射带动乡村教师队伍水平整
体提升。

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还享有教师
津贴、生活补助、工作补贴和重大疾病
救助基金，再加上已建成的668套教师
周转房，幸福感、获得感、自豪感油然而
生。

2016年以来，南川新增高级教师
411名、市级名师和骨干教师37名，一
支业务精干、师德高尚的教师队伍业已
成型。

据南川区教委负责人介绍，南川还
推进了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
新改革，强化教育“管办评”分离，实现
教育督导“全覆盖、全过程、全方位”，促
进城乡学校自主发展，校际差距得到进
一步缩小。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南川区教委提供

都说细节决定成
败，一些暖心的、特色
的小细节，恰恰最能
反映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为南川教育带来的
大变化、大发展、大跨
越。

从细节处着手、
从末梢点出发，从硬
件打造到文化塑造，
近年来南川在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进
程中，完善政策、加大
投入、强化保障、改善
条件、提升内涵……
如今南川已实现基本
均 衡 并 奔 向 优 质 均
衡，唱响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赞歌，为城
乡每个孩子创造更多
机会出彩，提升了南
川人的幸福感、获得
感。

公平
均衡关键词

南川大有镇中心校全貌

南川 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出彩
教育小细节闪耀均衡大变化

重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线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