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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准立德树人坐标 点亮孩子成长心灯

拥有浓厚的
文化氛围、众多风
景名胜、雄厚的科
技实力，这是被誉
为“秀丽的花园城
区”的北碚。

创下重庆市
两个“唯一”的国
家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实验区、全国
中小学教育质量
综合评价改革实
验区，这是在课程
改革领域中一路
乘风破浪、勇立潮
头的北碚。

近年来，学生
科技方面获得全
国奖项500余个、
市级奖项2000余
个，艺术方面获市
级以上奖项 100
余个，体育方面获
获市级以上奖项
200余个，获评重
庆市美育改革实
验区……这是践
行素质教育、花开
遍地的北碚。

北碚，一方教
育的热土、一块求
学的圣地、一个成
才的摇篮。北碚
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教育，百姓崇
尚教育。新时代，
北碚区牢记教育
使命，不忘育人初
心，切实回答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性问题，
为学生铸根立魂、
成长赋能、生命添
彩，绘出美丽而动
人的教育风景。

初见梅花山小学的小涵，很
容易被她温暖的微笑所感染。她
患有中度听力障碍，但她却没有
自怨自艾，而是阳光向上，通过积
极努力成为班上的佼佼者，获得
张自忠优秀奖学金，还在“中华
魂”读书征文比赛中获重庆市二
等奖、教育部三等奖。

在北碚区孩子身上，总能感
受到他们自尊自强、热情大方、关
心公益等优秀品质。朝阳小学两
江校区丁木子不仅将义卖赚取的
钱捐赠于沙坪坝敬老院，还曾为
四川大凉山悬崖村的小朋友捐赠
衣物图书玩具等。朝阳小学沈欣
在疫情期间，画防疫宣传画张贴
到小区的电梯间，帮助小区有困
难的家庭买菜送药。两江名居第
一小学周玲逸经常带领同学到校
园内捡垃圾，为社区清扫，曾获评
重庆市“体育道德风尚先进个人”。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在北
碚区教委看来，推进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是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教育铸根立魂，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增强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
时代重任。

为此，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
采取“进课堂”“进活动”“进社会”
这“三进”举措，教育引导学生成
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北碚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
渠道作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各校
按要求开齐开足了中小学道德与

法治课、思想政治课和共青团、少
先队活动课，大力提升思政课堂
教学水平，组织召开全区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区教师进
修学院制度化组织思政课教师专
题培训、专题教研和课堂竞赛等；
各学科也充分挖掘关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和优秀品德方面的内
容，切实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课堂教学长效机制，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
心。

北碚区以主题德育活动为载
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全区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
契机，深入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系列活动，在区内中小学
广泛评选和宣传“新时代好少年”

先进事迹；深入挖掘王朴、卢作
孚、张自忠等人的爱国情怀和“红
岩”精神，利用主题班会、朝会、主
题演讲等形式以身边的红色事迹
激励、教育、感染未成年人；大力
开展“发倡议书、上专题课、发挥
小手作用”等10项“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系列活动；采取主题班
会、朝会、节日小报、民俗体验等
形式开展“我们的节日”传统节日
文化传承教育，坚持开展“碚城同
读一本书”“童心画碚城”等特色
活动；多样的主题德育活动体验
滋养了学生生命的成长，有效帮
助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北碚区还充分借助家庭、社
会，让孩子在广阔空间接受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全区高度
重视家校共育工作，坚持举办“北
碚家校共育名家大讲堂”“爸妈讲
堂”“新家长养成计划”等家庭教
育培训项目，开展全区家校共育
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大力提升家
长家庭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水平。与社会单位合作建
设德育教育基地，目前区内博物
馆、美术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
公益性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
开放或优惠开放；北碚区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村及社区妇女（儿
童）之家和北碚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向全区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共
同建设家校社德育网络加强对未
成年人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家国
情怀教育等。

进课堂、进活动、进社会，北
碚区以“三进”举措深入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让孩子在课
堂学习中、活动体验中真知、真
感、真成长，为人生扣好了第一粒
扣子，助学子迈好人生第一步。

■铸根立魂 为青少年扣好第一颗扣子

聚焦学生核心素养，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今年6月29日，重庆市第十
二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颁奖
典礼在重庆市第一中学校举行。
在颁奖典礼现场，市领导在听了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在科技
创新方面的成果汇报，不住地询
问和点头赞许：“这个小伙子不
错，是未来的科学家！”

“我们是朝阳学子，任何困难
都不能阻挡住我们，我们一定会
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去年11月，
2019-2020 年全国啦啦操联赛
（重庆站）拉开帷幕，Sunshine啦
啦操代表队队员信心满满。最
终，他们摘得了“公开少年混合组
街舞自选”和“公开少年甲组花球
规定”两个项目的冠军。同样奋
进的西大附中女子足球队也在
2019年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中斩获全国冠军。

无论是怀揣着科技梦想，还
是追求着艺术高度，北碚的孩子
人人自信昂扬，茁壮成长。在北
碚区看来，坚持全面发展是实现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价值指向。
北碚区着眼于“立德树人”及“五
育并举”育人任务的落实，注重培
养心态阳光、爱美健康、热爱劳
动、乐于创新的时代新人，实现学
生多姿多彩、多元个性的成才。

健康的心理是学生全面发展
的基础，北碚区把提升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质量作为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一个重要抓手和突

破口，坚持抓硬件、抓队伍、抓课
题，提高育人质量。

北碚区投入300多万元，在
全区中小学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六有”基础建设。与西南大学心
理学部长期合作，建立“C-R”心
理健康教师培训体系，累计培训
专、兼职心理教师900余人次，60
余名教师获得国家二、三级心理
咨询师资格证书。在全市率先成
立心理健康名师工作室，取得了
一批心理健康教育研究成果。获
得国家级、市级重点课题13项，
400多篇成果获全国、市级奖项。

美育不仅能陶冶情操、提升
素养，而且有助于开发智力，对于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北碚区科学规划、完
善机制，统筹推进，全区美育屡结
硕果。

作为重庆市美育改革与发展
实验区，北碚区紧紧依靠西南大
学美育中心，坚持将美育作为“实
现教育现代化，打造全市基础教
育高地”的一项重要任务摆在突
出位置，通过科学规划引领，夯实
三项教育，培育三个品牌，创新三
大机制，扎实推进“统筹城乡馆校
联动大美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实
验，全面建构学校美育工作新常
态。美育工作在第三届全国美育
大会上作了交流发言，复兴小学
农村儿童线描画也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一等奖。

劳动教育是完成立德树人使
命的重要环节，北碚区采取主题
引领、基地助力，评比促进等举
措，筑牢立德树人基石。

北碚区深入开展“值日成长
劳动、家务孝亲劳动、公益志愿劳
动、基地实践劳动”特色主题劳动
教育，广泛建立家、校、社“快乐劳
动吧”，各校累计开展四大主题劳
动教育活动，尤其是疫情期间的
家务孝亲劳动100余批次。建设
劳动教育特色基地40余个，组织
学生定期参加基地农业生产劳动
教育。让学生传承传统劳动技
艺，非遗特色劳动教育项目覆盖
学生 3000 余人。建立健全区、
校、班三级“快乐劳动小能手”评
比表彰制度，目前全区已有3人

获评市级“劳动小能手”。
值得一提的是，北碚区格外

注重孩子创新素养的培养，出台
《北碚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实施方案》，建立“青少年科
普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立
区级青辅协科学工作室、王朴中
学创意制作工作室等3个区级科
技特色岗位工作室，组建60余个
科技社团开发实践课程，以此放
飞孩子的科技梦。

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
实现德智体美劳和个性及心理素
质的全面提高，是教育方针的题
中之义，同时也是素质教育的基
本目标，北碚区以责任和担当、智
慧和情怀，为孩子打好了生命的
底色，孕育出无限的精彩。

■多元成才 让素质教育花开遍地

学生才艺展演

全区现有全国优秀及模范教师8

人、正高级（研究员级）教师28人、

市学科带头人5人、市级名师37

人、市特级教师21人、市优秀教师

71人、市级骨干教师358人、市区

级骨干校长35人、北碚名师159

人、区级骨干教师748人。

教师队伍

数说>>>

全区共有国家级体育特色学校

30所，国家级、市级心理健康教育

教育特色学校6所，市级新时期家

校共育立德树人研究实验学校4

所，市级中小学研学旅行试点学校

6所，市级科技特色学校4所，市

级体育艺术特色学校32所，市级

美育改革和发展实验学校6所。

特色发展

获得亚洲机器人锦标赛金奖1

个、银奖2个，全国奖项500余

个，市级奖项2000余个；青少

年科技创新市长奖12人，市长提

名奖7人；全国优秀组织奖11

次 ；国 家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受 理

1000余件，获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授权300余件。

科技硕果

2001年4月，北碚区成为我
市唯一的国家级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实验区。

2010年 7，月北碚区率先实
施了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2013
年 12月成为我市唯一的国家级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试
验区。

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中，北碚区江北中学《普
通高中生命教育研究校本课程建
设与突破》和复兴小学《西部农村
儿童线描画特色校本课程开发实
践》均获得一等奖。

“课程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

的中心环节，课程育人是落实立
德树人的主渠道。”北碚区教委相
关负责人强调。几年间，北碚区
一方面狠抓领导干部课程领导力
建设，培养课程建设骨干力量；另
一方面充分挖掘地域特色和优势
资源加强课程建设，为孩子茁壮
成长提供了优质的成长营养。

课程建设抓得好不好，关键
还要靠学校“领头羊”的引领。为
此，北碚区将加强课程领导力建
设、培养课程建设骨干力量作为
课程建设的着力点，连续3年开展
以课程建设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党
政干部专题培训。在培训资源的

选择方面，优选汇聚了一批全国
知名教育教学专家和课程建设一
线优秀实践者，通过引领讲座、双
向设问、专题讨论、领悟汇报的

“导、问、论、汇”培训模式，促使全
体领导干部课程建设领导力得到
明显提升，并能够结合学校自身
实际情况和优势，开发建设本校
特色课程。

地域特色鲜明是北碚课程建
设的显著特点。各校以国家课程
为基础，充分挖掘本地特色资源，
着力打造了“一校一品”特色项目
课程、非遗传承课程和社会研学
课程等，现有大磨滩小学“气象科

技”、三圣中学“根书”等科技、体
育、艺术三大类共 79个特色项
目；传承童家溪王烧白、澄江渝派
剪纸等本地“非遗”文化，建设39
项“非遗”文化课程；结合区内卢
作孚纪念馆等地域资源，建设了
62个区、校级研学基地，创编《传
颂家乡历史，弘扬爱国精神》等精
品研学课程65门。

不难发现，正是因为北碚教
育人抓住了教育的发展规律，遵
循教育改革基本逻辑，才持续推
动全区中小学扬起课改风帆，描
绘出一道亮丽的课程建设北碚风
景线。

■成长赋能 以课程开启更有质量的教育

北碚区中小学生活动展演

北碚区全力推动非遗进乡村学校少年宫

北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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