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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刚到重庆一家科技企业上班的张伟，
带6岁儿子张曦程游玩礼嘉智慧公园。

在公园里，张曦程看了能唱歌跳舞、弹钢琴、
磨咖啡的机器人，体验了VR虚拟驾驶、沉浸式
自行车……

礼嘉智慧公园是两江新区打造的实景体验
场所，以4个生态公园为本底，把白云山、白云
寨、白云湖、金海湾有机串联起来，打造了一个遍
地“黑科技”、5G网络全覆盖的“未来之城”。

该公园位于礼嘉智慧生态城中心区域，园
在城中、城在园中，交通十分方便，乘坐轨道交通
6号线可以直达。

礼嘉智慧公园，是两江新区建设公园城市、
推动“百园之城”建设的缩影。

“一面千城、再见倾城、一半山水一半城。”截
至2019年底，两江新区已建成116个公园，公园
数量和密度处于西部前列。这些公园为新区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为创造高品质生
活营造了良好氛围。

“公园绿地犹如餐厅环境，环境
优美才能吸引顾客前来”

张伟是两江新区从沿海引进的创新型人才，
他来两江新区之前，曾考察过西部其他几个国家
级开发开放新区，但最终选择了两江新区。

“除了工作，我还爱好户外运动。这里公园
多，真是太好了！”张伟说，他供职的公司位于两
江数字经济产业园，周边有恋湖公园、照母山森
林公园、山顶总部公园等多个公园，为他跑步健
身提供了好去处。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邓文中对两江数字经
济产业园周围的公园更是如数家珍。

“数字经济产业园附近有10多座各具特色、
环境优美的公园，如测绘文化公园、竹林公园、康
美社区公园、德隅园、兴竹园、云树公园等。”邓文
中说。

邓文中从两江新区成立之日起，就在新区工
作，他本人就住在金海湾公园旁的一个小区。他
创办的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公司（简
称林同棪国际）的办公大楼，坐落在照母山森林
公园脚下，林同棪国际还参与了照母山公园品质
提升设计与建设。

“正是这里良好的环境，使我们吸引了一大批
国内外人才来重庆发展，目前在渝员工已由10年
前的100多人发展到1200多人。”邓文中说。

“重庆正在努力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两
江新区正全力打造体现新发展理念和重庆发挥

‘三个作用’的先行示范区，建设公园城市、智慧

城市，按照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要求
建设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高品质城市，吸引各类
高端人才到两江新区发展高端高质高新产业。”
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王志
杰说。

近两年来，两江新区把公园城市与智慧城
市、海绵城市建设相结合，把在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落地落细，绿化建设投
资明显增加，平均年投资额约为6.4亿元，年建设
规模在185万平方米左右。

这些投入取得了良好成效。仅去年12月，
武汉理工大学重庆研究院、上海交大重庆临近空
间创新研发中心、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技术研
究院等多个创新科研机构在两江新区落地。良
好的生态环境，美丽的山川大地，已经成为新区
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两中心两
高地”的重要支撑。

以两江新区重点打造的两江协同创新区为
例，在周边已有龙湾森林公园的基础上，2019
年，协同创新区又建成170亩启动区示范公园，
并同步启动了2300亩的明月湖滨湖景观带打
造，与明月山相映成辉。

筑得良巢引凤来。目前，协同创新区已吸引
包括同济大学、中科院计算所、北京理工大学、西

北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等
16所国内外重点院校落户，进驻的科研机构超
过20家，聚集科技创新人才超过1万名。

“这好比开餐厅，公园绿地犹如餐厅环境，环
境优美才能吸引顾客前来。”两江协同创新区规
划“高参”——原美国纽约市规划局长、知名规划
师饶及人说。

已建成的116个公园各具特色，
还有7条绿道串联

“这里河岸的公园美不胜收，我要多拍点回
去，给我的朋友们分享！”

1月5日，在朝天门-大竹林的观光轮渡上，
28岁德国科隆小伙弗兰克被眼前的美景吸引。

弗兰克看到的是嘉陵江沿线最大的消落带
生态公园——金海湾公园，这个公园南起大竹林
半岛，沿着嘉陵江和金海大道一直往上走，直到
礼嘉半岛的龙湖小区群附近，长度接近17公里。

2018年至2019年，两江新区“增绿添园”专
项投资6.9亿元，建设公园项目12个，总建设面
积214.2万平方米。2019年9月建成开放的金
海湾公园只是其中之一。

截至2019年底，两江新区已建成公园116
个。按照两江新区正在开展的《公园城市建设总

体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未来三年，两江新区还
将新增公园56个。实现“推窗见绿，五分钟入
园”的目标，人均公园绿地将超过20平方米。

“两江新区，两江环抱，不仅要有领跑西部开
发开放的担当，勇于在重庆推进新时代西部大开
发形成新格局中打头阵、作先锋，而且要抢抓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之路，加快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加
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打造公园城市、智慧
城市、海绵城市样板，展现新区‘一半山水一半
城’的自然生态优势。”王志杰说。

两江新区“百园之城”，没有千篇一律，而是
各具特色。

如已建成的公园中，有体现测绘文化主题的
测绘文化公园、展现消落带生态景观的金海湾滨江
公园、呈现湿地生态系统的九曲河湿地公园……

正在建设或改造升级的公园，有以运动文化
为主题的两江山地运动公园、国内最大的迷宫公
园——金渝郊野公园、展现工业文化的丘保公园
等。

与此同时，两江新区还极具创意地在人和、
礼嘉组团，按照“两廊三轴”空间布局，规划了7
条绿道。

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段灿东介绍，绿道

系统以照母山、嘉陵江为主脉，利用绿道将目前
分散的城市公园、山体公园、水体、公共空间等进
行串联，不仅包括了17个大型城市公园，22个轨
道站点，以及33个公交大客流站点，还通过与公
共交通体系的连接，引导健康安全出行方式。同
时，连接城市商务商业、购物中心、社区市场、医
院、学校等，深度融入城市生产生活。

两江新区规划建设绿道1947公里。目前已
建成两条示范段，其中绿道3号线东起照母山公
园，西至金海湾公园，沿途串联起照母山公园、恋
湖公园、竹林公园、龙凼山公园和金海湾公园；绿
道5号线北起照母山公园，南至动步公园，沿途
串联起照母山公园、百林公园、月亮湾公园、动步
公园，并与幸福广场以及财富中心商业区、办公
区无缝衔接，成为充满“都市活力”的休闲购物、
生态办公绿道系统。

增添文化元素、提升游园体验，
“百园之城”不断升级

“百园之城”在不断升级。“比如九曲河湿地
公园，我们正对公园进行升级，打造九曲河湿地
公园2.0版。”两江新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
2.0版九曲河湿地公园共计将推出峡谷探险、畅
情广场、白浪石滩、九曲折桥、鱼泽广场等19个
主场景。

为增加游园体验，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两江
新区在为公园管理增添文化元素上下功夫，将公
园管理与社区活动、体育赛事、文艺汇演、文化交
流等结合起来，让公园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健身、
娱乐以及文化交流的场所。

如新区在2019年11月建成开放的三座公
园：桐子湾体育文化公园、白桥体育文化公园、云
竹体育文化公园，都突出城市生活配套功能，为
市民运动健身、休闲娱乐提供好去处。

让市民更为喜闻乐见的是，两江新区还结合
每个公园的特点，每年定期在一些公园举办活
动，如：金山公园的健步走、照母山森林公园的迷
你马拉松和爱鸟护鸟摄影活动、园博园的菊展
等，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

除此之外，公园星罗密布还为两江新区带来
更为优越的人居环境，截至2019年年底，两江新
区建成区绿地率32.08％（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31%）、绿化覆盖率42.17％（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36%）、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5.05平方米（国家园
林城市标准≥7.5平方米）。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江上游经济
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敬表示，两江新区推动公园城
市建设，奉“公”服务人民、联“园”涵养生态、塑

“城”美化生活、兴“市”绿色低碳高质量生产，包
含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城市文明观、“把城市
放在大自然中”的城市发展观、“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民生观、“历史文化是
城市灵魂”的城市人文观、“践行绿色生活方式”
的城市生活观。置身两江，城在林中、家在园中、
人在绿中的生态美景随处可见。

未来，新区将依托丰富的公园体系，打造城
市新中心。届时，一个山水相拥、江山叠翠的公
园城市将带给我们更多的美好期待！

近者悦、远者来，看百园之城，观两江新潮。

两江新区建成“百园之城”
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多项指标超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在礼嘉智慧体验园区，市民感受基于
5G网络、采用MR混合现实技术的立体心
脏在医疗教学方面的应用。

◀两江新区照母山森林公园植被茂盛，
为该片区提供了良好的人居环境。
（本组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记者张锦辉摄）

语文课例《大自然的声音》展示

以评价改革撬动教育生态持续变革
璧山实验小学发布《学生综合评价实施指南》

培养文雅孩童

“我的作品是一幅吹塑纸版画，
在冷色的映衬下，暖色的树叶显得格
外明艳动人。”第五届青雅论坛上，璧
山实验小学孩子们自信登场，分别展
示了在基础学科课程、雅行修养课
程、个性涵养课程中如何去学习、思
考、合作……

5年来，璧山实验小学的青雅课程
体系日趋完善，内涵逐步厚积。

据悉，基础学科课程重在开发学
生的多元智能和自由灵动的表达，从

“一三四范式”课堂研究到“教学评”一
致的课堂建构，挖掘课堂深度；基于核
心素养构建学科课程体系，延展课程
的宽度。雅行修养课程结合传统文化
和青雅特色而构建，包括“雅行儿童
礼”“自主管理”“主题活动”“生活实
践”四个部分，旨在培养举止优雅、德

行高雅的实小孩童。基于学生个性需
求和潜能开发而构建的个性涵养课程
分为常规课程和提升课程。包括阳光
体育、创客科技类、文化艺术、生活实
践类、数学拓展、阅读表达等板块，囊
括课程近40余门。孩子自主选课、走
班上课。

多元化课程成为了璧山实验小学
坚守立德树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主
阵地，那么学生综合评价改革对课程
改革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学生综合评价改革形成了从评价
目标，到课程载体，到评价结果，再回
到评价目标的“闭环式螺旋上升”评价
育人体系，评价是“指挥棒”也是“助推
器”，在不同类别的课程中都能发挥作
用，从而真正实现激励导向功能。

正因为有了发生在校园每个角落
的科学评价，才有青雅课程的可持续
发展，也才有每一个学生真实而幸福
的生长。

打造儒雅教师

“学生综合评价不仅成就了学生，
也成就了我们老师！”

这是璧山实验小学老师们心中最
大的感触。

5年来，在学生综合评价改革的引
领下，学校每一位教师都积极参与，并
在教育理念、教学技能、教育科研、课
程开发等方面，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逐步形成一支“团队意识强，学科有梯
队，个体有特色”的一流师资队伍。

在第五届青雅论坛上，5位不同教
龄、不同学科的教师也分享了他们在
学生综合评价改革下的成长，令现场
的领导专家和学校来宾受益匪浅。

“学生综合评价改革，把原本只有
期末素质测评这一唯一评价指标，调
整为关注过程与终结性相结合的综合
评价，也倒逼了我不断学习进步，成为
课堂的实践者、课题的研究者和课程
的开发者。”有老师如是说。

显然，一个人走得快还不行，还需
一群人勠力同心走得更远。

为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以常态化
教学研修为例，璧山实验小学无论是
每周小教研组的常态备课、课例研修，
还是每月一次的大组教研活动，都努
力做到有方案、有分工、有合作、有交
流、有反思、有收获。学校还请来多名
专家“手把手”引领教师备课、说课、磨
课等，使得教学水平大幅提升。此外
还推出“青蓝工程”实现以老带新、以
新促老、师徒结对、共同提高，再加上

“三位一体”阅读研究，未来教育等多
个项目同步开启，实现了高效教师培
训全覆盖。

目前学校有市区级骨干教师、市
区级名师以及学科带头人50余人,成
功申报市区级科研项目20余项，居全
区之首。

建成青雅学校

2015年，学校完成了育人目标的
梳理和评价体系的建构，以及基于综
合评价的课程重构，也开始重新系统
地实施三类课程。

第二年学校围绕育人目标，开启
基于三类课程的标准研发和实施，明
晰了评价路径。第三年，尝试用信息
技术手段来代替复杂、机械的劳动，研
发出学生成长观测平台来解放老师的
手、脑，让他们去关注评价的温度。

经过这一年探索，学校坚信：评价
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技术和工具的创
新。

来到第四个年头时，学校开始了
技术赋能评价的研究和探索，从课堂
观察、脑科学测评以及成长观测平台
的完善等角度来切入，完成了评价工
具的集成和简化，让技术赋能评价，让
评价结果赋能学生的成长。去年是第
五年，学校成功发布了《学生综合评价
实施指南》，这也意味着评价改革取得
阶段性成效。

通过学生综合评价改革，璧山实
验小学站上区域教育的领航位置。

校长傅静带着团队牵头“1+5”项
目和“1+9”项目，引领城区及周边9所
学校一起进行评价改革，定期到项目
学校交流指导，评价改革的直接受益
学生从4000人增加到2万余人。几
年来，傅静也多次受邀到北京、江苏、
广东、西藏、新疆、四川等地授课或交
流办学经验，2019年还受陕西西安沣
东新城教育局的邀请，对沣东实验小
学进行为期3年的帮扶。

每年由学校牵头举办的“青雅论
坛”学术年会更是由立足本校到示范
全区，引领全市，辐射全国，吸引了全
国各地不少学校领导、老师慕名参加。

“评价是发展的需要，技术要为育

人服务，我们必须与时俱进，让评价指
向未来，促进学生长足发展。”傅静还
谈到，学校将继续探索构建一个与我
国当代人才培养需求相适合的、科学
的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璧山实验小学校提供

北师大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
刘坚

一所小学能把学生评价做得
那么精致、那么系统，这在全国都
很少见，璧山实验小学太棒了。

重庆教育评估院院长 刘云生
璧山实验小学的评价改革成

果颠覆传统的评价观念和做法，真
正以学生为中心推进评价变革，有
效提高了学校办学质量，具有标本
意义。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初教所副
所长 张咏梅

璧山实验小学教师的课堂目
标明确，有相应的评价嵌入到课堂
教学中，能清晰把握教学方向，回
答了“教学评一致”的课堂应如何
促进学科素养落地。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办公室主任 秦建平

这场“学生综合评价改革”实
践探索正确、科学、先进，璧山区委
区政府、区教委及璧山实验小学用
实际行动践行了“立德树人”。

【专家首肯】

2019 年 12 月 13 日，
“创新·积淀·共享——学
生综合评价改革校本研究
成果发布暨璧山区第五届
青雅论坛”如期举行。

论坛重磅发布了璧山
实验小学开展学生综合评
价的改革成果——《璧山
实验小学学生综合评价实
施指南》，不仅在全区推
广，其评价标准和具体操
作指南，还将为市内外更
多学校提供有益参考。

《指南》背后凝聚着璧
山实验小学5年来不间断
地探索、研究、实践。

2015年，开启学生综
合评价改革并建构评价体
系；2016年，以学生综合
评价为导向深化课程体
系；2017年，研发出学生
成长观测平台；2018年，
用好大数据让技术赋能评
价；2019年，开启阶段性
实践成果的梳理提炼。

5年硕果累累，基于核
心素养的小学生综合评价
改革试点更是荣获重庆市
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一等
奖，成为全市基础教育类
获此殊荣的两所学校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