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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第十五中学校校长汤建强是一
位在教育战线奋斗了30多年的教育工作
者，他坚持“诠释生命意义，提升生命质
量”的办学理念，实现“一样的生命，不一
样的精彩”承诺，把学校打造成“生命教
育”特色学校。

德高方为范 情挚始服人

汤建强深知，有一个好校长，方能带出
一所好学校。为了给全校师生以鼓舞，他
坚持每天清晨6时到校，站在校门口用笑
脸迎接师生到来，就是膝盖骨折杵着双拐
也从不落下一天；为了走进老师的内心，他
与全校教师同甘苦、共患难，时时处处把自
己放到与教师相同的位置，认真倾听教师
的意见，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为了赢得学
生的尊敬，他对学生宽严相济，注重教育管
理的每一个细节，把微笑传递给学生和家
长，把学校办成了温馨的家园；为了改善办
学条件，他多方奔走呼吁，使校园面积一天
天扩大，办学条件一天天完善。

多年来的管理实践，汤建强响亮地提
出“德高为师”的师德建设思想，构建和完
善学校师德修养考评标准、师德师风建设

“十不承诺”等一系列师德建设规章体系。
多年的心血和汗水，不断书写出辉

煌。这些年，汤建强先后获得教育部课
题研究优秀校长、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新时代主题教育读书活动先
进个人、重庆市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
理事、“三峡之光”访问学者、涪陵区科
技拔尖人才、涪陵区名校长、涪陵区十
佳优秀教育工作者、涪陵区教职工信赖
的好校长等多项荣誉称号。

不求一枝秀 但得满园春

作为一校之长，汤建强高度重视
师资培养，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端正、师
德高尚、甘于奉献的精良之师。每年开
展校本培训和“结对拜师”活动，每期开
展教师基本功竞赛和课堂教学大赛，积
极实施“涪陵十五中梯级培养工程”。
在他的努力下，学校教师队伍团结和
谐，业务精良，求实进取。至今，教师获
国家级奖励3人，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12人，重庆市骨干教师14人，区科技
拔尖人才、区名教师等称号71人。

他注重科研兴校，打造特色鲜明

的“生命课堂”。提出“123”框架——
1个理论基础，先学后教；唤醒2个意
识，主体意识、主动意识；3种学习方
式，自主、合作、探究。固化七大教研
文化——团队打造制、集体备课制、结
对帮扶制、活动序列制、年度学习制、
梯级培训制、课题参与制。强化教研

教改管理，课堂教学、作业批阅随时查
访考核，备课组教研活动定时定地点
定人员，专人考核。采用学生、家长问
卷测评评教，促进教师对教学行为的
反思。

他注重文化建设，沉淀了德育文
化。建立了“一目三教一认证”生命德

育体系；开发了生命认知、生命安全、品
性兼修、精神成长四大系列，养成教育、
礼仪教育、阳光体艺等11门生命德育
课程；每天一次阳光体艺课，每周一次
班级风采展示，每月一次综合实践活
动，每期一次艺术、科技节，每年一次大
型综合文体活动，每届一次文明礼仪、
习惯养成教育，使德育活动序列化。

投身教科研 硕果满校园

汤建强积极投身教研教改，公开
发表论文18篇，主编和参编各类教材
5部，研究成果获市级以上表彰7次。
主持的《用生命润泽生命——生命教
育课题》获国家教育部重点项目优秀
成果三等奖；被评为全国教育科学“十
二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优秀校长；
《生命德育实践研究》课题获涪陵区教
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课改经验在
全国特色学校发展高峰论坛交流发
言；主持或参与国家级重点课题2个、
市级课题5个、一般课题2个。

他发挥辐射引领作用，承担教育
部校长培训项目。先后主持两届涪陵

区“汤建强名校长工作室”，带教20余
位年轻干部主持学校管理工作，指导年
轻干部、教师近20人次获各级各类竞
赛奖，先后培养10多名青年教师成长
为市、区骨干教师；学校成为“教育部校
长国培计划影子校长培训基地校”，广
西凌云县、明县的校长先后到校跟岗学
习，贵州赤水的教职工到校进行“红色
遵义，多彩校园”特色学校建设跟岗学
习，重庆71中、云阳三中等40余所市
内学校纷纷到校参观学习。

在他的带领下，学校荣获“中国西
部名校”“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岗”等5项
国家级荣誉，荣获重庆市民主管理示范
校、依法治校示范校等10余项省部级
荣誉，荣获200余项区级荣誉。学校教
学质量连续10多年获区级一等奖，10
余位学生高中毕业后升入清华、北大等
名校；学校成立了舞蹈社、科技社等7
个社团，学生舞蹈《中学时代》参加第十
一届全国校园春晚荣获金奖；学生发明
作品荣获“第六届全国中小学劳技教育
创新作品邀请赛”金奖和银奖。
潘锋 图片由涪陵第十五中学校提供

汤建强汤建强（（左左））与教师一起探讨教育创新课题与教师一起探讨教育创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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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摄影设备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
重庆日报摄影设备采购
二、采购内容
专业相机13套、相机镜头14支（不含套机镜头）（限定型号）。
（配置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公司成立以来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报名地点
渝北区空港新城同茂大道416号新闻传媒中心（3102室）。
五、时间要求
报名截止时间：2020年6月16日14点，逾期取消报名资格。
欢迎来电垂询。联系电话：023-63907713、18584638853；联系人：黎先生。

本报讯 （记者 汤艳娟）重庆日
报记者6月10日获悉，江北区观音桥

“智政务·新邮政”政务服务“通办厅”
近日投入使用，全面推行审批服务“马
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这是
我市商圈中首个实现“政务+邮政”服
务模式的项目。

今年4月，为了打通政务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江北区政务服务办与
江北区邮政签署了“政邮一站通”合作
协议，在江北区有条件的邮政营业网

点推行“政务+邮政”一网通办服务模
式，并逐步形成“365天全开门、随时
随地上门办”的服务模式。

在该“通办厅”的建设过程中，针
对观音桥商圈的发展现状、产业业态
需要，江北区精心梳理了企业设立变
更、餐饮娱乐、律师执业、教育培训等
群众办理量大的事项纳入其中，涵盖
市场监管、文旅、司法等10个部门的
157个相关事项。与此同时，“通办
厅”还可为群众提供帮办服务，辅导申
请人通过“渝快办”平台在线查询、申
报其他业务。

“‘通办厅’让量大面广的个人事
项办理利用邮政网点实现服务端口前
移。”江北区政务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

在重庆商圈中首推“政务+邮政”服务

观音桥政务服务“通办厅”启用

本报讯 （记者 罗芸）磁器口古
镇将新添大型实景剧场！6月9日，

“重庆·1949”剧院在沙坪坝区磁器口
正式开工，明年7月投入使用后将上演
我市首个大型实景式红色主题剧《重
庆1949》，作为建党一百周年献礼。

预计投资7亿元的“重庆·1949”
剧院位于沙坪坝区磁器口金碧正街，
是磁器口金碧正街文化旅游项目的核
心组成部分和标志性板块。项目建筑
面积 2.3 万平方米，设有观众席位
1500个。

该剧院建成后，将引进《长恨歌》
《1212西安事变》《延安保育院》的原
创精英团队，特邀联合国教科文国际
剧场组织（OISTAT）主席与副主席担

任监制，集结国内最顶级的编剧、导
演、音乐、舞美及演出阵容，推出我市
首个大型实景式红色主题演出《重庆
1949》，向全国观众生动再现重庆解
放前夜中共地下党、各界爱国民主人
士那一段波澜壮阔的斗争画卷和感人
至深的革命故事，为磁器口增添更多
红色文化内涵。

沙坪坝区有关负责人介绍，“重
庆·1949”剧院是磁器口打造的又一文
化旅游项目，集商演、文博、旅游于一
体。围绕该剧院，周边还将建设历史博
物馆、沙磁名人堂、大同民乐馆、川剧
馆、曲艺馆、青年艺术中心等，同时还将
建设文旅购物艺术街区、中高端民宿酒
店、绿化广场、停车库等配套设施。

磁器口：“重庆·1949”剧院动工兴建
将上演我市首个大型实景式红色主题剧《重庆1949》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明天我就要回家乡石柱中益乡
了，想想还有点儿期待。”6月10日，延
时摄影师刘万明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专访时说，他将在6月18日“我爱重庆·
精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
影活动当天，拍出中益乡华溪村老乡在
脱贫攻坚战场上感恩奋进、顽强作战的
生动画面。

刘万明2011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
学农业工程专业，他是在大学期间爱上
摄影的。“北漂”4年后，他回到家乡重庆
追寻摄影梦想，拍摄重庆日新月异的都
市风光和历史文化遗存。到了 2017
年，他将重心放在延时摄影上，推出了

延时摄影4K短片《山之城·重庆》《夜景
之城》《重庆，不止山城》等备受关注的
作品，其中《山之城·重庆》传播甚广。

刘万明说，重庆壮丽秀美的山水、
高楼林立的城市、造型各异的两江大桥
以延时摄影的方式呈现，极具美感和视
觉冲击力。

刘万明常常将一些摄影作品素材
发在抖音平台上，让全国各地的网友感
受到重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无限魅
力。目前，他已在抖音平台发了66条
作品，影响最大的一条是2018年发布
的一条重庆夜景延时摄影作品，展现了
流光溢彩的渝中半岛夜景，得到了9.7
万个点赞。

从去年开始，刘万明开始将镜头聚

焦乡村。
刘万明说，摄影有着记录历史的独

特价值，他对“我爱重庆·精彩一日——
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十分期
待。今年，他计划推出一部表现重庆美

丽乡村新貌的延时摄影作品。今后，他
将花更多精力记录重庆城乡新风貌，留
存极致影像内容，“过10年或20年再回
顾这些影像，我们一定会更加感慨重庆
的巨变吧。”

从石柱中益乡走出的摄影师刘万明：

我要拍下华溪村人感恩奋进的画面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已连续
举办3届的“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
影活动，今年又将启幕！“我爱重庆·精
彩一日——百万市民拍重庆”主题摄影
活动将于6月18日举行。当天，参加活
动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可拍下自己
所见的精彩瞬间，展现新时代重庆建设
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壮
丽图景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
动实践。

“我爱重庆·精彩一日——百万市
民拍重庆”主题摄影活动已连续举办3
届，成为重庆日报的品牌活动，在国内
外摄影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本届活动
由重庆日报、重庆市摄影家协会主办，
重庆市新闻摄影学会、重庆市高校摄影
协会、重庆市行业摄影协会协办，重庆
日报·视觉重庆承办。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
现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全市广大摄影爱好者可聚焦决胜全面

小康、决战脱贫攻坚，深入基层，拍摄脱
贫攻坚感人故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新
成果等生动画面，还可关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重庆）科学城建
设、“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定格重庆城
市发展新成就、新风貌。

此外，6月18日当天重庆发生的感
人故事和温馨瞬间，同样值得记录，这
些画面最终将集合成重庆城24小时的
全景影像。

本次主题摄影活动投稿作品的拍

摄时间必须是2020年6月18日0时至
24时，拍摄内容为与重庆相关的人、事、
物等。大赛要求投稿图片须在1000万
像素以上，并撰写相应的图片说明（包
括时间、地点、内容简介）。

本次主题摄影活动投稿邮箱为
cqrb@vip.163.com，截稿时间为 6 月
19日凌晨2时。摄影爱好者投稿时请
务必留下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主办方
将举行评选活动。

6月18日，约拍重庆，我们等你。

“百万市民拍重庆”即将启幕

6月18日，我们一起定格重庆新风貌

用布料表现川江湍流 陶瓷行李箱装满“亲情”

“开放的六月”开启云端激情艺术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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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丽）当高中同
学纷纷选择考大学时，他选择了创业；
而当他成功创建两家企业后，却又选
择转身参加高考。6月10日，西南大
学新闻传媒学院2017级学生周经伦
登陆《强国青年》榜样公开课，讲述自
己的青年理想。

《强国青年》专题节目由团中央网
络影视中心、中国青年报社、中国文艺
志愿者协会、新东方在线联合出品，“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刊播，是一档具有鲜
明青年派风貌的大型融媒体文化节
目。每期邀请1位嘉宾，在8分钟左右
的讲述中，为青少年带来“精彩一课”。

青春正能量嘉宾来自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他们是
学霸，也是校园里的传奇人物，既有参
与国家级科研项目的理工人才，也有创
业新星——周经伦便是其中一位。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年轻，年轻
就代表无数机会。”6月10日，《强国
青年》榜样公开课中，周经伦分享了他
的创业故事和心得。

周经伦介绍，高中毕业后，他放弃
名校自招赴北京创业，连续创建白猿
资本、白泽新能源等两家企业。19岁
时，他入选“中国新锐社群领袖 30
强”，其创建的青年商业社群“经伦商
会”获评“2014年度活跃社群”。

然而，当高中同学已大学毕业时，
周经伦又毅然决定重新参加高考。
2017年，他考入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
院，在大学期间指导了10余项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成为西南大学第一个
获聘“创新创业导师”的学生。他带领
学校数十位青年创建了“沙鼠科技”，
共获得10余项知识产权和50余项各
类荣誉。

西大学子登陆《强国青年》讲“精彩一课”

图①：杨锐泽作品《奔向春天之摆渡
勇士》。

图②：赵冠雄作品《行囊》。
图③：龙雅楠作品《CAS》造型奇特，

颇具创意。
（本组图片由四川美术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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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6月10
日，2020年重庆艺术大市场·“开放的
六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在上游新
闻客户端和“重庆艺术大市场”微信
平台同时上线，四川美术学院 6000
余件研究生和本科生毕业作品在云
端精彩亮相，点燃了观众欣赏艺术的
激情。

据了解，本次云端艺术游活动在市
委宣传部、市教委、市文旅委和市文联
的指导下，由四川美术学院、重庆文化
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日报、上
游新闻、龙湖集团联合主办，活动将持
续至7月10日。

重庆日报记者在云端艺术游活动
平台看到，活动海报的设计充满了青
春时尚气息，一个跃动“6”吸引观众走
进艺术佳作汇聚而成的海洋。点击海
报上的“进入展览”按钮，即可正式踏
上云端艺术之旅。这场旅途有很多各

具特色的“景点”，观众可以选择进入
个性化空间，感受青年艺术家的智慧
与创意。

在造型艺术学院部分，记者被获得
“学院奖”的作品《温度》所吸引。这件
由唐爱玲创作的作品，运用亚克力板与
油画表达亲情带给人的温度。作品中，
3个箱子以头尾相连的方式摆放，以此
来反映不可分割的亲情关系。截至10
日20时，《温暖》获得了1466个点赞，
人气颇高。

曾国华创作的工艺美术作品《梦回
川江》长7米、宽1米。作品综合多种
纤维布料，并结合中国画水墨元素，采
用编织、扎染、捆绳、缝合等工艺制作而
成。曾国华表示，这件作品用布料表现
川江湍流，让人感受到大气磅礴的川江
盛景。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部分，作品
《送给过去的礼物》颇具新意。这件巫

瑄璋创作的中国画，由24幅20厘米见
方的小画组成，记录了他从 2018 到
2019年两年间每个月的状态、心情、印
象最深的事等。

个性化培养特色工作室部分，赵冠
雄创作的陶瓷作品《行囊》，也以亲情为
主题。这件陶瓷作品用写实的手法塑
造了一个行李箱，其中装满了母亲叠好
的衣服、父亲炒的甜辣对虾、姥姥做的
包子等，造型和色彩逼真，非常耐看。

“行李箱中朴实无华的作品，都有着无
法言语的温度。”赵冠雄说。

许多毕业作品体现了川美这所著
名美术学院对城市品质提升、脱贫攻坚
等主题的关注。公共艺术学院陈杰斯
睿创作的城市空间设计作品《连路接
栋·百流皆作——重庆渝中区洪崖洞对
岸临江区域改造》，通过设计一条有着
优美曲线的步道贯穿整个江岸，为滨江
消落带注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