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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让爱国主义情怀根植于心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
歌……”在观音桥中学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现场，该
校师生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饱含
深情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在现场一
片红色的海洋中，唱出对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美好祝愿。

事实上，像这样的“爱国主义大
片”，观音桥中学每周都在上演。每
周一，学校充分发挥“升旗仪式课程
化”的育人功能，由各个班级轮流主
办升旗仪式，以表演歌曲舞蹈、品评
百科知识、朗诵精彩诗文、演绎传统
文化等多种形式，弘扬爱国主旋律，
培养时代好少年。

为了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教育
学生从小听党的话、跟党走。近年
来，观音桥中学扎实开展历史教材的
爱国、爱党教育，每年的清明节、“11·
27”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祭奠英
烈”“不忘历史”等主题活动如期开
展，让学生们缅怀英烈、谨记历史，强
化家国情怀；充分利用少先队组织，
在建队日、国庆节等节日开展爱少先
队及爱国教育主题活动。

组织“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通
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使学
生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树立国家安
全意识，掌握国家安全知识，让每个
人都知道维护国家安全应从自身做
起；更有“弘扬五四精神，做新时代好
少年”朗诵比赛等，让责任担当在实
践体验中得以升华，让学生们在活动
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成
长。德育活动不仅拓宽了孩子们的
实践舞台，让家国情怀植根于心。

“我们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的培育

主要体现在政治素质、集体观念、遵
纪守法和道德培养上，而丰富的德育
活动是我们实施德育的重要途径，把
活动渗透到各项日常管理中，把活动
渗透到班集体文化建设中，为学生营
造浓郁的育人文化氛围，师生更乐于
接受。”学校党总支书记陈举祥谈到，

“通过扎实开展德育活动，切实加强
了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教育，积极引导少年儿童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实践砺人
学生受益长才干

2019年7月，观音桥中学开展了
《揽胜祖国·全科综合实践课》系列研
学活动，200余名师生兵分几路，走进
北京赴北大、清华逐梦，踏上枯荣接
替的塞外草原的内蒙古，深入地貌多
样的北戴河，来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成都……8天的研学旅行中，同学们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学有所获，游有
所得。

“当我们走进顶尖学府，感受学
术气息、大师风范时，我们要感受榜
样力量，让我们学会学习，勇于创新，
规划美好明天。”参加完“揽胜祖国”
的研学活动，初二年级的王同学在研
学日志中写下了这段话。当同学们
走进北大、清华的校园，齐声呐喊着

“北大、清华，等着我们呦！”他们有了
敢梦的勇气，激励着他们的成长和学
习。

诸如此类的研学活动是观音桥
中学发挥实践育人功能的一个缩影。

为了让学生塑造坚毅刚强的品
质、锻炼团队协作的能力、培养感恩
担当的情感、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与
潜能，观音桥中学组织2022级全体
同学到南岸区某国防军事训练基地，
开展了为期5天4夜的规范教育暨军

旅研学。通过短短几天的研学活动，
观中学子学会了独立、吃苦耐劳的精
神，学到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在实践
中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成长。

据悉，为贯彻落实市教委提出逐
步完善中小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体
制机制要求，观音桥中学结合学校的
优良德育教育传统，定期组织学生参
加研学旅行，研学课程紧贴学科教学
大纲和知识大纲，通过布置“研学任
务”、完成“全科课题”、参与“团队协
作”等方式，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索意
识，让学生在学中研、研中学，提高对
知识和社会的认识。

此外，每年的“三八节”“母亲节”
“教师节”“重阳节”，学校都会以“感
恩”为主题开展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抓做人教育的生成，培育学生的人格
人品、诚信、感恩、责任、孝顺教育；通
过开展班团队会、主题班会等劳动主
题教育，安排学生值日、开展植物种
植、最美教室评比等与劳动有关的兴
趣活动等，培养学生对美的感悟，增
强动手操作能力；每年春秋两季，还
会组织初一、初二学生走进大自然，
体验农耕生活，感悟劳动创造价值；
组织学生参加国防知识竞赛活动，增
强了青少年学生的国防观念和人民
防空意识，提升学生对战时防空、平
时防灾的自救互救能力；组织学生干
部领导力培训会，让他们学会将平凡
的工作尽自己所能做到更好；规范教
育和军旅研学活动，培养孩子吃苦耐
劳、坚韧顽强、敢于担当的优良品质，
学会交友与合作，收获身心的双重成
长。

文化塑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观音桥中学“青春有你·亮剑
未来”办学三十周年成果展暨2020

迎新艺术节展演上，同学们带来了动
感前卫的现代舞，吹拉弹唱字腔圆，
节目精彩纷呈。学校领导激情诵读，
讲述了观中30年，体现出观中人的

“亮剑”精神。
“今年的元旦晚会，学校为了给

我们更好展示才华的机会，特地请公
司搭建了高大上的舞台，我们乐在其
中，热情似火。”

“学校有很多课外活动，象棋社、
学习社、篮球社、绘画社、合唱团等，
开拓了我们的眼界，也锻炼了自己。”

“感谢学校给我们搭建了良好的
国际化平台，通过‘重庆市中澳青少
年人文交流活动’，让我们了解了国
外的学习生活，也向外方学生传播中
国文化，更也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英
语学习的重要性和意义所在，未来会
扎根中国，放眼世界去探求真知。”

观中学子对学校的齐声褒奖，让
人们看到了多彩的实践活动浸润着
观音桥中学的孩子们乃至整座校
园。观音桥中学通过班级活动、团队
活动渗透，实现课程育人、文化育人、
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协同
育人所获得的实效。

“活动是育人方式的一种，其真
正价值在于学生们在自我实践中不
断体验，在体验中不断感受，在感受
中不断思考，在思考中不断成长。”校
长叶金全表示，学校的善人教育、博
爱机制让孩子们有爱、会爱、善爱，引
领学生健康成长。

未来，观音桥中学仍会牢记“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把稳
学校发展的方向，唤醒观中奋进的动
力，抓住教育教学的关键点，加强五
育教育实效，把观音桥中学学子培养
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谭茭 蒋伟希
图片由观音桥中学提供

中澳学生交流中国文化

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

近年来，观音
桥中学坚持“博爱
济世，活力广才”
的办学理念，不断
深化“五育”并举
的根本任务，秉持
“把博爱浸润学生
心灵，让学生拥有
幸福感”的德育理
念，以完善细致的
博爱育德课程体
系，通过开展丰富
多彩的校园活动，
有序开展“五育合
一”实践探索，推
进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劳动教
育有机融合，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中华好少
年。

重庆市观音桥中学

探索“五育合一”成就学生幸福

互联互通 綦江交通建设全面提质升级

渝黔高速扩能持续
推进、綦江北互通动工
建设、雷神店收费站改
造投用、綦江客运中心
开工……2019 年，綦江
交通不断刷屏朋友圈，
成为群众热议的话题。

近年来，綦江坚定贯
彻新发展理念，注重从全
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大力推动交通互联
互通，不断畅通交通“大
动脉”、疏通城市“毛细血
管”，构建起了内外畅通
的综合交通枢纽，为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打造
主城都市区重要支点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抢抓发展机遇
对外大通道密集布局

2019年，随着位于綦江安稳镇境
内、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的两合江特
大桥百米高墩顺利封顶，渝黔高速公
路扩能项目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介绍，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项目
是重庆高速公路网南北主轴的重要通
道之一，全长99.9公里，起于绕城高速
忠兴枢纽互通，与绕城高速相交，对接
规划的城市快速路，跨渝湘高速（G65
包茂）、綦万高速，至綦江安稳镇出境，
接贵州崇（溪河）遵（义）高速公路扩能
项目。

项目2021年建成以后，将为群众
在重庆贵阳之间交通出行提供另一选
择，届时将极大缓解渝黔高速（G75兰
海）拥堵状况，并与渝黔高速构成重庆
向南经贵州直达广西的出海高速“双
通道”。

“包括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在
内，这几年，綦江在畅通对外大通道方
面，可以说是密集布局落子。”綦江区
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说，綦江素有“渝南
门户”之称，作为重庆主城都市区重要
支点，是渝黔合作桥头堡，重庆西南出
海大通道上的重要节点。目前，綦江
已经拥有高速公路124公里、高速出口
11个，铁路通车里程232公里，火车站
点13个，水运通航里程181公里，船闸
11座，渡口32座。

为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基础保障和先行引导作用，
綦江区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合
作先行示范区、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等战略机遇，全力推进交通建设提
质升级。

在高速公路方面，除了已经建成
的渝黔高速、三环高速外，渝黔高速公
路扩能项目在建，綦江绕城高速、綦万
高速加宽项目已启动勘察设计招标，
安习高速启动可行性研究招标阶段，
正在加快谋划联结綦江西部地区永新
至中锋的高速公路，力争在“十四五”
形成“三纵三横一环”的高速公路网
络。

在铁路方面，除了已建成的川黔
铁路、渝贵铁路、三万南铁路外，争取
时速350公里的渝贵高铁尽快落地，加

快铁路二环线前期，推动綦江—巴南
—茶园的都市快轨尽快启动，以形成

“一高四普一快”的铁路网络。

助力高质量发展
用一级公路串联城镇群落

近日，綦江北互通连接线项目施
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项目连接线部
分正在填筑路基土石方，互通部分正
在进行桥梁装置施工……据项目建设
方介绍，目前，整个工程建设进度好于
预期，预计将在2021年7月完工。

綦江北互通连接线项目由綦江北
互通及其连接线组成，项目位于新盛
镇境内，是连接渝黔高速公路的快速
通道，也是綦江区城市空间向北拓展
的主干道。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投资11亿元、
全长约 8.28 千米的綦江北互通连接
线，全部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路基
宽35米，双向六车道。

“提升道路建设标准，是綦江交通
提质升级的一项重要举措。”綦江区交
通局负责人表示，千古百业兴，交通要
先行，在綦江“因地制宜走好转型路，
因势利导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交通
是重中之重，除了不断加快对外大通

道建设外，对内路网也要全面升级。
为此，綦江启动了一级公路串联城镇
群落的计划，力图用高标准的道路，将
各个城镇和核心产业全部串联起来，
激活各地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

目前，这一计划正在有序推进
中。未来，綦江区的一级道路，向北，
在已延伸至新盛的基础上，再度延伸
至巴南一品，与主城五纵线相连；向
南，延伸至篆塘、三江、石角、南铜等
地，将工业园区、平山永城等产业园串
联起来；向东，则延伸至三角；向西，延
伸至北渡，与三环北渡互通相连，再与
永新梨花产业园相连。

2019年，綦江共建设200公里示
范路。国省干线及重要连接线方面，
进入施工阶段13个，建设里程达232.5
公里。其中，梨花山景区公路、G353
两扶路、S535老东丁路等主体工程全
面完工，綦江北互通及连接线建设工
程动工建设，G75雷神店收费站改造工
程已完工，G353北渡互通至清溪河大
桥、S207线隆盛至温塘（二期）等重点
项目已进入全面建设阶段。

“相信，随着这些高标准道路的快
速延伸，未来，綦江高质量发展之路将
走得更深更广。”该负责人说。

助推乡村振兴
农村公路升级到6.5米宽

“四好农村路”既是便民路，又是
致富路，更是老百姓的幸福路。为了
有效改善农村交通条件，为老百姓带
来实惠，綦江区科学规划路网，编制了
20个街镇的交通规划地图，形成了綦
江区“四好农村路”建设三年规划。

2018年来，綦江区共累计下达“四
好农村路”建设任务1940公里，较以往

每年2、3百公里有大幅增长，建设总任
务及总里程均位居全市第二。

特别是在2019年，綦江区还围绕
旅游景区，打造了古剑山、老瀛山高标
准环线公路网；快速推进“世纪花城-
新盛拉拉桥-正自-横山大坪-天台
山-三角-红岩坪-望石-永城芙蓉书
院-石角溶岩村-白云观-登瀛-通惠”
大环线，以及永新凤凰农庄公路及篆
塘古岐村、珠滩村公路等共计200公里
乡村振兴示范路建设。

“这些示范路标准较一般农村公
路高，宽度一般在6.5米左右，小汽车
双向会车完全没问题。”綦江区交通局
负责人说，这些高标准农村公路的建
成，极大带动了周边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

永城中华村的农村公路升级到6.5
米宽后，不仅当地的桃子、梨子等农产
品卖得更好了，“荷塘月色”等农旅融
合景点迎来了大批游客，让当地村民
收入是节节高。

目前，綦江全区302个行政村已实
现100%通畅，已开行农村客运线路
191条，行政村通客率达到100%，农村
客运车辆455辆，符合条件的行政村通
客车率达100%，全区城乡道路一体化
发展水平达到了4A级水平，成功创建
全市“四好农村路”示范区县，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大幅提升。

贺娜 刘廷

高速公路和乡村公路纵横交错、交织穿梭在美丽乡村中 摄/陈宗武

渝贵铁路赶水特大桥梁 摄/杨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