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重庆新闻 7CHONGQING DAILY

2020年 11月20日 星期五
主编 章德庆 美编 乔宇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努力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公平而有质量”概括出新时代我
国教育的新使命，明确了教育改革征
程的新方向。

近年来，重庆义务教育发展成效
显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
然存在。如何让每一个孩子读好书、
上好学？

为此，我市积极探索，着力实施中
小学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理，不断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让更多
的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不断增强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14个紧密型教育集团
各美其美

11月9日早上8点20分，家住南
岸区茶园中铁万国城的罗庆华将孩子
送到天台岗万国城小学大门后，不慌
不忙地去上班。

“这所学校是南岸区天台岗小
学教育集团办的一所学校，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上好学’，让我们家长
既省心又放心。”罗庆华乐呵呵地说
道。

“开展集团化办学，学生是最大的
受益者。”一位资深教育工作者称，“择
校热”“大班额”现象背后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优质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包括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标
本兼治，通过完善入学政策，规范入学
行为，遏制、缓解择校热。同时，增大、
扩增义务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学校成
为优质学校，办好百姓身边的学校，实
现优质资源的共享。

2003年，南岸区开始探索以“放、
管、服、创”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
通过“名校+新校”“名校+薄弱校”

“名校+分校”等“名校+”的办学形
式，发展了珊瑚实验小学、南坪实验
小学、天台岗小学、弹子石小学、龙门
浩隆平小学、十一中、珊瑚中学、110
中学、南坪实验幼儿园、珊瑚幼儿园，
以及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小学、广益中
学、南坪中学、茶园新城中学等14个
紧密型教育集团，涵盖全区35.3%的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惠及全区47.1%
的中小学生。

“目前，南岸区天台岗小学教育集
团有6所集团化学校，天台岗万国城
小学只是其中一所。”天台岗小学教育
集团校长江洋称，集团化办学会面临
同质化规模扩张的问题，满足不了学
生个性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优质资
源被稀释的困境。对此，天台岗小学
在集团化办学实践过程中，把“优质而
有特色”作为集团各分校的发展战略，
探索出了一条“特色+”集团化发展模
式。

例如，南湖校区以科技教育为特
色，花园校区以美术教育为特色，上海
城校区以体育教育为特色，天台岗融
创小学以传统文化教育为特色，天台
岗雅居乐小学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特
色，天台岗万国城小学则以智慧教育
为特色。

“集团化办学不是几所学校的简
单捆绑。”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教育
集团校长谭劲表示，珊瑚实验小学探
索了“1+X”文化共生的集团化办学
模式。“1”指的是珊瑚教育集团中的
一所龙头学校——珊瑚实验小学，一
种文化精神——“亲亲教育”，一个发
展目标——创共荣共生。“X”指珊
瑚浦辉、珊瑚康恒、珊瑚中铁、珊瑚
鲁能等4所分校，以及在“亲亲教育”
文化之下衍生出的各美其美的办学
特色。

两大学区共同体实现
优质教育资源互补与共享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
思，雨雪霏霏。”10月8日晚，重庆南渝
中学礼堂，伴随着声情并茂的诵读，该
校初二年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

“白雪遗音 雅韵童声 《诗经》音诗

话表演”拉开序幕。
这场演出将《诗经》里的8首经典

诗词生动诠释。虽然学生们的表演稍
显稚嫩，但是，他们一丝不苟的动作，
充沛丰富的情感，将中国传统文化之
美表达得淋漓尽致。

“没想到，语文课还可以这样上。”
观众席上，重庆32中语文教师邓艳连
连称赞，这是一场演出，也是我们学区
共同体的老师们一次集中观摩学习的
课堂。

邓艳提到的“学区共同体”，便是
沙坪坝区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一项
切实举措。

2015年，沙坪坝区在全市率先成
立了4个学区共同体，通过实施多元
互动、文化互融、队伍互培、资源互享、
研修互助“五互”策略，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供给范围。

2020年，沙坪坝区学区共同体升
级换代。在第一期学区共同体建设经
验基础上，他们将之前的4大学区共
同体调整为重庆一中、重庆南开中学
两大学区共同体，开启普通中学学区
共同体第二期建设。

“学区共同体实现学校优质教育
资源的互补与共享，即学区、集团成
员校之间互享优质资源，交流互鉴，
以推进资源效益最大化，促进学校共
同发展。”沙坪坝区教委相关负责人
称，沙坪坝区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
措。

2016年，该区启动区级课程创新
基地建设，区教委聘请名师为兼职研
修员，立足其所在学区、集团，引领本
学科教师专业发展。

部分学区、集团打破校际边界，
实施特色课程共享。据悉，2020年
该区已建成160门区级精品选修课
程。

此外，教学名师还在相对薄弱的
学校组建了名师工作室，建立共同体
学科教师培训基地，不断提升学区共
同体教师的教学能力。

“近4年来，南开中学派出8名优
秀教师到我们学校，担任班主任和学
科教师，我们学校教师也能参加南开
融侨中学的教研、赛课等活动。”重庆
68中副校长陈建平称，近年来，该校教

师素养和学生能力得到极大提升，有
12人次教师获得国家级、市级“优课”
或赛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2019
届学生中考联招上线率取得全区第
一名。

集团化办学、学区制管理
学校占比超60%

“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理是推
进教育供给侧改革、办人民满意教育
的重要抓手。”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我市集团化办学、学区制管理改革
打破了传统的简单的校际合作方式，
通过输出优质学校的品牌、理念、管
理、文化、师资，建立“共享+”的多样态
学区共同体，形成“名校+”多形式集团
化办学模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效益
的最大化。

截至目前，集团化办学、学区制管
理学校占比超过60%。其中，渝中区、
沙坪坝区、高新区、江津区、南川区、大
足区、城口县、垫江县、酉阳县、云阳县
等10个区县实现了集团化办学、学区
制管理全覆盖。

与此同时，各个地区纷纷因地制
宜，探索出了可操作且行之有效的集
团化和学区制办学的方法。

万州区选派得力校级领导和学校
中层干部直接分管新校区，行政一班
人每周到分校区办公，实际、实地、实
时为新校区排忧解难。

巴南区加强后备干部储备，在全
区遴选集团化办学后备干部到集团
领办学校跟岗锻炼，为新办学校培养
干部

江津区几江学区将“县管校聘”
理念运用于学区教师管理，开展学区
内“走教”活动，形成“干部、教师走校”
常态。

2019年，全市义务教育就近入学
比例达到97.8%，城区义务教育“大班
额”占比逐年下降，为地方推进民生工
程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在学校
的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办出更多老百
姓身边的好学校。”市教委相关负责
人说。

重庆着力推进中小学集团化办学和学区制管理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11月18

日，第三届海峡两岸姊妹湖产业协作年
会暨海峡两岸姊妹湖区县市互动协作峰
会在福建省泰宁县举办，包括重庆长寿
湖在内的9个成员单位齐聚一堂，共叙
友谊、共谋湖泊产业发展。

据了解，首届海峡两岸姊妹湖产业
协作年会于2018年9月在长寿湖举办。
期间，台湾日月潭、吉林净月潭、江苏天
目湖、浙江西湖、湖北金银湖、福建大金
湖、安徽太平湖、重庆长寿湖8个湖泊缔
结为“姊妹湖”。今年9月，江西仙女湖
也加入其中，“姊妹湖”成员单位增加至
9个。

本次年会以“发挥湖泊产业优势、推
进两岸融合发展”为主题。会上，长寿区
围绕文旅产业、智能景区、产业协作等问
题与其它姊妹湖代表进行了经验分享，
各方还就深化湖泊产业合作、两岸文化
旅游交流互通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讨。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人工湖，长寿湖
具有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厚重等特
点。近年来，我们将都市康养休闲旅游
作为绿色发展的主导产业。通过缔结

‘姊妹湖’，可实现各地湖泊景区优势互
补、资源互通、文化互动、客源互济，为长
寿湖旅游业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广泛空
间。”长寿区相关负责人说。

长寿湖携八个“姊妹湖”共谋发展

他曾代表中国参加第
43 届世界技能大赛获优胜
奖，90后的他从普通的汽车
电器调试工成长为重庆市
中青年专家、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全国技术能手。谦
逊、勤奋、热爱、创新，他目
前正致力于培养一批国内
领先的汽车装调人才。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陈思良

实干十五载，如今他是
技能大师，也是汽修领域的

“发明家”，先后获发明专利
21 项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75
项。他既带动师资团队发
展，打造产教融合生力军，
也大力培养汽修技能人才，
致力于将一流的汽修技术
技能传承下去。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陈志军

在许多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总能看见蒋晓的身
影。20 年来他完成数控机
床维修4000余台次，先后获
得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关键
技能带头人、全国技术能
手、重庆市劳动模范等称
号，并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的专家。

重庆铁马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蒋晓

他攀登技能巅峰，夺得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
技术项目冠军，为中国实现
了该项目奖牌零的突破，同
时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
荣誉称号。从技校学生走
向技校教师，他正在传授着
匠心匠技，引领更多青年成
长成才。

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 梁攀

他刻苦钻研新技术的
开发和新设备的投产和改
进；他用高度的责任心和精
湛的技能水平攻克装配加
工难关。20 余年来的坚持
不懈，换来全国技术能手等
荣誉，并将技术成果成功输
出国外，为公司发展赋能添
彩。

重庆长江电工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穆伟

他们扎根车间一线，在普通的岗位上成就
了亮眼的人生；他们走上讲台，传业授技推动行
业向前发展；他们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在助力
脱贫攻坚的路上处处留影……他们，用匠心追
求极致，用匠技雕琢不凡。

他们就是2020年度“最美巴渝工匠”。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动

计划，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弘扬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重庆市高技能人才联席会办
公室举办了2020年度“最美巴渝工匠”评选活

动，并于8月下旬启动网络投票，引发全城关
注、全城热投。为期3天的网络投票访问量达
1532万人次，累计投票数超2130万票。

通过网络投票加专家评审的方式，最终10
名2020年度“最美巴渝工匠”、10名2020年度

“最美巴渝工匠”提名人选脱颖而出。“最美巴渝
工匠”评选活动旨在让社会各界关注、支持技能
人才，通过他们的榜样力量激励广大青年走技
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目前，我市有375万名技能人才、102.5万

名高技能人才，一支门类齐全、技艺精湛、素质
优良的技能大军正在巴渝大地上逐步壮大，成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支
撑。

王小寒 刘进

2020年度“最美巴渝工匠”评选揭晓

持柄掌勺烩炒百味人
生，他从事餐饮行业近 40
年，成为全国技术能手、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重庆市杰出技能人才。
常人眼中的烹饪绝技只是
他的基本功。发扬美食文
化同时，他还扶贫助残，以
己所长回报社会。

重庆市巴江水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潘恋

她将燕青门正骨疗法
运用于临床诊疗中，潜心研
究各式治疗方法，深受患者
好评。在长达 10 余年的临
床工作中，累积服务病患达
6万多人次。她用自己的行
动和努力，诠释当代侠义之
心，弘扬武医国学精髓。

重庆市燕青门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陈鑫

他在服装行业全身心
投入，在职业教育中潜心研
究，奉献智慧、学识与精
力。他积极探究如何提高
服装行业的智能制造和信
息化水平。任国家队教练
时曾指导选手获世赛冠军，
先后斩获重庆市五一劳动
奖章等殊荣。

重庆工贸技师学院 马小锋

他是公认的技术能手，
很多同行都尊称他为“任大
师”。从普通冷作工开始奋
斗在一线，一干就是 30 多
年。他首创的“8 小时脱钩
技术”成为冶建行业的首
例，参与20多项重点工程攻
克种种技术难题，用双手诠
释人生价值。

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任相福

曾经，她是一名乡村教
师，担当起保护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大宁河刺绣的重
任；如今，她是一位手艺人，
投身公益事业助力精准扶
贫。传非遗、助脱贫，她用
一双巧手演绎“绣”丽人生，
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

巫溪县宁绣刺绣有限公司 唐丽娟

他专注专业、苦练技
艺，先后荣获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多
项市级、国家级荣誉称号。
同时在职业教育领域开拓
创新，已培训保健按摩技师
8000余人，技术管理和技术
骨干300余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陶科

他刻苦钻研车工技术，
参与试制研发工作上千次，
发明工艺填补技术空白，先
后获得重庆市劳动模范、重
庆市杰出技能人才、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能
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等诸
多荣誉。

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谢怀德

2020年度“最美巴渝工匠”

2020年度“最美巴渝工匠”提名

她专研刺绣技艺，是重
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她积极参与社会
各项工作，在工艺培训、技
能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她勤于创新，为弘扬巴渝文
化奋斗不息。技艺精湛的
她获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
等多项荣誉。

沙坪坝区嘉禾职业培训学校 单大琼

他热爱饮食文化，磨练
高超技术、提升个人修养、
涵养工匠精神，先后在全国
级、省级等各类技能大赛中
取得优异成绩，并荣获国际
美食大师赛金牌、中华金厨
奖等，同时被载入《大师绝
味》《国家名厨》丛书。

重庆曼雨如初餐饮有限公司 蒋能

守初心立业，怀匠心育
人。从企业到学校，从技术
型岗位职工到双师型教师，
他培养过的学生和徒弟遍
布重庆市各中高档汽车维
修服务站，逐渐成长为重庆
市维修行业中的骨干力量，
部分优秀学生还走出了国
门。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李雷

他以饱满的热情、钻研
的精神、昂扬的斗志，在数
控机床旁打磨 28 年。他与
数控机床结为“知音”，完成
工艺创新23项，并将自己的
技术毫无保留地与其他同
事分享，为公司培养出大批
数控卧式镗削中心人才。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强

从一名普通焊工出发，
到被破格提拔为技师，再到
成为高级技师，他收获中国
钢铁行业最美青工、全国优
秀共青团员、重庆市青年岗
位能手等荣誉。每一步成
长，都记录着他的奋斗历
程，见证着他的工匠精神。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陶康

他热爱煤矿安全事业，
有着一股不克难关誓不罢
休的倔劲。在多年工作中
执着钻研、坚持创新，先后
完成技术革新30多项，应用
其 技 术 的 革 新 产 品 已 超
1000 台，产值超 5 亿元，作
为优秀技能人才被授予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田华均

凭着能人所不能的工
匠精神，他勇挑生产重担，
引领青年发展。从一个农
村娃、职校生成长为身兼多
长的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重
庆市劳动模范、重庆市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机电集团
首席技师，并入选机械行业
百名工匠。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俊

作为合川峡砚非遗传
承人，他兢兢业业，勤学苦
练，作品艺术风格多样、包
容度广，得到各界藏友及同
行的认可。他不忘初心，为
传承非遗奔走呼号，致力于
打造地方特色、弘扬传统文
化，同时致力培养徒弟将技
艺传承下去。

重庆砚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易宗成

高技能人才 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

（上接1版）
大桥饭店是镇上开了41年的老饭

店。数十年来，乡亲们一直在这里吃酒
办席，而张成书也是镇上出了名的“热心
肠”，邻居有事都爱找她帮忙。

2006年，住在饭店附近的刘培书老
人趁张成书空闲时把她拉到一边，说出
心里盘算了好几天的话：“张老板，我一
个人弄饭费力，你这里吃饭闹热，我来

‘搭个伙’要得不？”
“要得呀！几十年老邻居，多个人多

双筷子而已！”张成书一口答应下来，并
请刘培书当晚就来饭店吃饭，和自己的
家人、饭店员工凑成了一桌。

在张成书热闹的饭店里，刘培书
仿佛又回到大家庭，一顿饭吃得开胃又
乐呵。

春节吃汤圆，端午吃粽子……

让张成书没有想到的是，这事很快
传开来，陆续又有好几位老人上门表示，
想“搭伙”吃饭。

最初，张成书和合伙人万昌辉商定，
为老人免费供应三餐。可老人们都严词
拒绝，硬把饭钱塞给她，不想“占便宜”。

为了让老人们放心吃饭，张成书和
万昌辉商量出了收费标准：一日三餐，
1人10元。

标准定下来了，14年来没有变，但
张成书却执行得“不彻底”。代德纯是农
村低保老人，张成书坚决不收他的饭
钱。老人家过意不去，有时吃完饭偷偷
扔一元、两元在张成书的灶台。为了让
老人吃得心安理得、没有负担，张成书象
征性地收了，隔几天又多加份肉。

见饭店有时忙不过来，不少身体硬
朗的“低龄”老人还主动来搭把手。

下午时分，记者看到，张成之、王有
书、周喜付等几位老人都坐在店门口，帮
忙剥蒜、摘菜、剪辣椒。

“过去一个人在家，要么吃剩饭，要
么不吃饭。在这里‘搭伙’几年，一天三
顿吃得舒服，我身体都养好了。”80岁的
王有书说，他特别享受在大桥饭店的时
光，吃饭时闹闹热热，吃完饭大家坐在一
起摆龙门阵，经常“笑得不歇气”。

春节吃汤圆，初二吃猪脚下面，端
午吃粽子，中秋吃糍粑，夏天早上煮盐
蛋……“温情食堂”天天都开，老人们也
天天来“搭伙”吃饭。

“虽然这些客人没‘赚头’，但大桥饭
店的伙食却半点也不马虎，做得好不好，
全凭一颗责任心。”快人快语的张成书说，
健康、养生、卫生是她供餐的“硬杠子”。

“温情食堂”会一直开下去

14年来，在张成书饭店“搭伙”的老
人前后共有30多人。有的老人“走”了，
又有新“搭伙”的老人加入进来。

两年前，一直在店里“搭伙”的陈烈
琴和张成在两位老人卧床不起，张成书
还开辟了“送餐”服务。每天一日三餐，
她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老人家里，甚
至端到床前，等老人吃完再来收碗，并不
时关心询问老人的身体情况。

如今，张成书自己也是71岁的老人
了，几个儿女多次建议她转让店铺、进城
共享天伦之乐。“说真的，我也心动过，可
每次给老哥哥老姐姐们提起这个话题，
他们表面上支持理解，神情却很落寞，我
哪里能放心走哦？”张成书说。

为了让老人们能有个好好吃饭、好
好聊天的去处，张成书决定继续坚守在
这间不起眼的老饭店里。可是她自己也
在变老，今后饭店该怎么办？

令人欣慰的是，张成书的坚持，让她
当厨师的侄儿周国辉深受感动。

周国辉说，到哪一天张成书干不动
了，自己会把饭店接下来，把老规矩传承
下去，继续照顾来“搭伙”的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