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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教学深度
工作坊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张老师仪态亲和、语言亲切，
教学过程流畅，教学目标清晰，关注
教学策略，教学中精彩呈现构建学
生思维发展的过程，关注学生思维
的发展。”这是第二届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实验区课改项目与课例展示活
动中，专家对张玲玲老师《光的行
进》课例的高度评价。

一所农村小学校的课堂，何以
在全国性的课例展示中令人称赞叫
好？

这得益于学校在“基于核心素
养的科学教育实践研究教研工作
坊”项目中的积累和创新。在工作

坊成立之初，学校就经过反复讨论
思考得出，发挥项目成员的优势，在
发展成员专业素养的同时，成长更
多的教师。

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技术变
革，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分享与学习
科学教育的理论和案例，申请了重
庆市“十三五”规划课题“课堂教学
态势感知的技术与方法研究”，以研
促教。

这是一次次充满激情的智慧碰
撞。工作坊活动以课堂为主阵地，
集体商议上课的内容，接着由上课
教师说自己的初步设计，再形成工
作坊研究共同体，集体商议并交流，
各抒己见，在交流中，形成思维的碰
撞。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借助迎龙
小学已有资源“小蚂蚁系统平台”，
实现和云南省芒市第三小学校、渝
中区鹅岭小学校的异地同课、网络
联课。工作坊开发及推广的“基于
Android系统的课堂观察评价记录
软件”对课堂教学进行科学评价更
精准。

“工作坊为我们提供了学习、研
讨和交流的平台，让人受益匪浅。”
获得重庆领雁工程优质课赛课二等
奖的铜梁永嘉小学教师李文利说。

以“领雁工程”为依托，以工作
坊为载体，迎龙小学开展的一系列
探索与合作活动，促进了成员校的
经验交流，推动了教师的成长。

丰富教学广度
综合实践活动为师生蓄能量

孩子们亲手绘制带着“友善”意
味的团扇，寻找艾草缝制预示平安
顺遂的香囊，买来青梅果，加上冰糖、
茶叶，煮上酸甜可口的青梅茶……这
一系列习俗体验，为参与活动的来
宾奉上夏日的清凉与真诚的祝福。

原来，这是迎龙小学《芒芒其
稼，参参其穑》课程展示活动现场的
生动表达。学校规划了每期课程展
示活动，培养孩子们规划设计、动手

操作、人际交往等能力，并从中熏陶
传统文化与道德情操。

事实上，迎龙小学的综合实践
课程早在数年前就开展得如火如
荼，成功申报了第三期农村中小学
领雁工程综合实践课程创新基地项
目后，学校更添信心和动力。

为保证综合实践课程改革实践
的方向性与科学性，学校积极寻求
与不同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聚
合西南大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南
岸区教委、迎龙镇政府，南岸区教师
进修学院和联盟学校，以及迎龙镇
北斗村等单位的外部力量和资源，
激发内部力量变革。

此外，学校综合利用家庭、学
校、乡镇等课程资源，设定“家园”课
程系列主题活动，建立“北斗锄禾”
综合课程实践基地，设计“北斗锄
禾”综合实践系列活动，并聘请北斗
村6位相关专业人员共同带领孩子
们开展锄禾、采摘、养殖等实践体验
活动，以综合实践落实立德树人。

实力造就品牌
用优质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迎龙小学是一所位于农村，但
却在当地百姓心中颇具分量的小学
校。

学校倡导生态教育，以“建和谐
共生之园，育生命自觉之人”为办学
理念，形成了“宜生宜态，至臻至善”
的校训，打造了“生·长”课程体系，
竹壳画、啦啦操、北斗锄禾等课程品
牌，先后获得“全国啦啦操实验学
校”、“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
校”、“重庆市依法治校示范学校”、

“重庆市教育科研实验基地”等15项
荣誉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以领雁工
程为依托，探索出了乡村学校、教师
发展成长的新路子，为乡村振兴贡
献出教育力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参加重庆
市领雁工程的优质课比赛1次获得
一等奖、2次获得二等奖和1次三等
奖；参加重庆市说课比赛获得一等
奖1次；在重庆市领雁工程论文评比
中，2篇论文获一等奖、8篇论文获二
等奖、3篇论文获三等奖。还带动铜
梁永嘉小学、万盛田家炳小学一起
研讨，为乡村教育注入新希望。

不忘初心，肩负责任，迎龙小学
正以生机勃勃的昂扬姿态不断突破
和发展，为乡村教育增添更加美丽
的风景。

何霜 姚兰 胡忠英
图片由南岸区迎龙小学提供

3年前，重庆市启动第三
期农村中小学领雁工程项
目，南岸区迎龙小学以“基于
核心素养的科学教育实践研
究教研工作坊“、“综合实践
创新基地”两大项目为载体，
走出了一场共享、互助、共赢
的农村学校提质之路。

“‘领雁工程’是一项以
农村中小学内涵发展为目的
的民生工程、引智工程和造
血工程。”迎龙小学校长何萍
说，学校借助这一工程，发扬
优势，探路课改，挖掘综合实
践内涵，充分发挥乡村小学
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在这场意义不同寻常的
教育实践中，迎龙教育人毫
无保留、全情投入，在充分发
挥引领辐射作用的同时，更
在帮扶中提升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从帮扶到共建，实现自
身的发展和精进，推动成员
校的成长和提升。

龙腾雁翔 走出教育互助共赢路南岸区迎龙小学

迎龙小学教师在基础教育课改活动中展示学校教研成果

□本报记者 匡丽娜

具有治疗抑郁症功能的儿童手表、
采用弹簧设计的幼儿园栅栏、安全无毒
的儿童消毒液……这些创意十足的儿童
生活和学习产品，出自重庆第二师范学
院。

近年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深入推
进转型发展，打造“服务0—12岁儿童
成长”的办学特色，积极推动成果转化
推广，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成立全国首家儿童研究院

“创新发展是我们的魂，服务儿童
是我们的根。”11月26日，重庆第二师
范学院校长万书辉向重庆日报记者介
绍，学校自2012年改制为普通本科师
范学院后，便确立了“服务0—12岁儿
童成长”的办学特色，坚持把创新发展
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的全过程，让教学科研围绕儿童转。

“学校每所学院都建立了科研平
台，通过‘专业+儿童’的模式培养特色
人才。”万书辉介绍，例如，食品质量与
安全专业开设儿童营养与健康方向；传
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英语专业开设儿
童文学、儿童古诗词吟诵、儿童英语等
特色课程。

2018年，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
展中心与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联合在渝
共建了全国首家儿童研究院，围绕儿童
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儿童服务的供应
链改革等五大领域进行研究和创新。

“通过这样的调整，让学生既具有
本专业基础性的知识和技能，也具备面
向这个年龄段目标人群的服务能力。”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儿童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陈利鲜称，截至目前该研究院研制
了全国首部《未来托幼机构科学保教规
范管理指南》，编制重庆《研学旅行教辅
活动用品设计与评定标准》，编写了重
庆市家庭教育读本《3—6岁幼儿家庭
教育读本》，建设了30个儿童研究工作
室，发布了213项科研课题。

为抗疫研发儿童专用消毒液

在该校的儿童研究院展示区，记者
看到了一系列新奇好玩的儿童用品，专
为儿童研发的消毒液是其中之一。

“这款儿童消毒液是我们研究团队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研发的产品。”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
教授谭君称，他们专为儿童研发的这款
次氯酸消毒液无毒无刺激，哪怕儿童少
量误食也没有影响，但其杀菌能力远高
于84消毒液，可有效灭活新冠、诺如病
毒。同时，团队还通过一项自主研发的
稳定技术将次氯酸保质期延长至两年。

“学校已经开始为相关企业提供次
氯酸原料，之后将打造自有品牌‘得森
菲克’，计划进入母婴店、药店销售。”谭
君介绍，此前，他们团队研制出一款儿童
本草止痒喷雾、沐浴液，产品在“创青春”
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得了铜奖。

将山城特色融入幼儿园设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儿童研究院
叶丹团队完成的《重庆山地环境亲近型
幼儿园建筑空间设计研究》课题已获取
两项实用新型专利：一种可遥控升降的
儿童游乐安全树屋、一种可升降儿童树
屋装置。

研究团队介绍，重庆幼儿园建筑空
间设计存在绿化少、多为封闭型等问
题。而这两项专利充分利用重庆山地
地形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将开放式幼儿
园活动场地和幼儿园室外大自然中的
树木紧密结合，打造树屋活动场地，使儿
童能感受自然、自由、爱心、和平、乐趣。

万书辉介绍说，未来，学校将在培
养儿童研究领域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和
具有新理念、掌握新技术的未来幼儿园
的实践者上下功夫，推动儿童领域研究
成果合理转化并引领行业发展，助推我
市学前教育的发展。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让创新赋能课堂 把趣味还给孩子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1月 26
日，第七届中国温泉旅游推广季系列活
动暨中国第三届温泉与气候养生旅游
国际研讨会在北碚区召开，来自全国的
温泉与气候养生专家、学者、企业家齐
聚一堂，聚焦康养时代下温泉与气候养
生的新趋势、新方向、新作为，助力重庆
打造世界一流的温泉旅游城市和温泉
疗养胜地。

打好“温泉”牌，建设世界一流的温
泉旅游城市和温泉疗养胜地，是我市全

力打造旅游业升级版的五大重点任务
之一。当天，围绕温泉行业面临的新挑
战、新机遇，全国温泉行业的专家学者、
企业家展开了深入研讨。

“作为‘世界温泉之都’，近年来，
重庆在打好‘温泉’牌的要求下，采取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和宝贵经验。”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资源开发司度假休闲指导处相关
负责人称，下一步希望重庆在“温
泉+”提档升级、温泉文化提升、温泉

旅游供给、旅游消费升级等方面做出
更大努力，创造出更多的成果与经验，
为全国做好示范。

世界温泉与气候养生联合会副主
席、中国旅游协会温泉旅游分会会长黄
志敏表示，2014年首届中国温泉旅游
推广季在重庆举办，第七届再次落地重
庆，说明重庆温泉旅游产业这些年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尤其在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管理服务、政策优惠等方面
的做法，对我国温泉旅游发展具有较好

的示范作用，值得各地学习借鉴。
市文化旅游委副主任朱茂会上透

露，目前全市温泉已基本恢复运营，并
逐步恢复到去年的同期水平。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在疫情期间，由市文化旅
游委指导编制的《抗疫指南》，被意大
利、法国、澳大利亚等全球20多个国家
的温泉行业采用和参考，为世界温泉贡
献了中国智慧。

根据全球康养研究院和斯坦福大
学联合发布的《全球康养经济观察报
告》,全球康养产业规模巨大,大概是4
万亿美元，疫情让温泉康养迎来了一个
黄金窗口期，市场主体要加大要素创
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以

“温泉+”推动温泉从休闲度假型向休
闲娱乐与康养度假转变。

专家学者企业家在渝研讨温泉与气候养生新趋势

用“温泉+”抢占康养时代新风口

各潜在竞买人：
我单位委托南川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就2020年11月23日发布的“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南川规资（土地）

告字【2020】25号，现将地块公告时间作如下调整：

重庆市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26日

南川规资（土地）告字〔2020〕25号补遗

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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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内容
三、公告时间
2020年11月23日9时00分至2020年12月14日17时00分。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0年12月14日16时00分。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12月15日8时30分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
合交易中心将在2020年12月15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挂牌出让时间：2020年12月15日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2月15日18时00分

更正后内容
三、公告时间
2020年11月23日9时00分至2020年12月15日17时00分。
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2020年12月15日16时00分。
递交竞买文件时间：2020年12月16日8时30分至15时00分（工作时间）。经
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
交易中心将在2020年12月16日15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出让方式及相关要求
挂牌出让时间：2020年12月16日15时30分（如有变动另行通知）。
挂牌截止时间：2020年12月16日18时00分

经公司研究决定，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启用新的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
章、财务专用章，原旧印章作废。

旧印章包括：重庆捷升建材有限公
司公章、法定代表人章、财务专用章。

特此公告。
重庆捷升建材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7日

重庆捷升建材有限公司
关于启用新印章的公告 机构名称：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巴南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曹志远
机构编码：00002250011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龙洲大道99号8幢负1-1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巴南区渝南大道251号25-12、13、14、15
成立日期：2005年06月28日
邮政编码：401320
联系电话：023-66236066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

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
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20年11月1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巴南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王琳琳 吴雨

老年人无法出示“健康码”进站遭
拒、高龄老人被抬进银行办理自助社保
业务、不会使用移动支付难以缴纳医
保……动动手指完成在线服务对年轻
人来说并非难事，但对于部分老年人可
能就是生活中“不可承受之重”。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切
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
施方案》。26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中国人
民银行等多部委负责人纷纷拿出“实招
硬举”，权威解读“国家队”进场后“适老
化”改造如何改。

“绝不能让老年人
因智能技术挂不上号”

“我们绝不能让老年人因智能技术
挂不上号、看不成病、办不了事。”国家
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在吹风
会上表示。

智能技术为患者提供了自助挂号、
缴费、打印检验报告等便利服务，却也
给一些不使用和不会使用智能技术的
老年患者带来很多困难。

为此，方案提出，医疗机构应提供
一定比例的现场号源，保留挂号、缴费、
打印检验报告等人工服务窗口，配备导
医、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为老年
人提供就医指导服务。

王海东介绍，国家卫健委要求医疗
机构在使用智能技术的同时保留传统
服务方式。挂号环节，医疗机构将畅通
家人、亲友或者家庭签约医生为老年患
者代为挂号渠道。就医环节，将进一步
简化网上办理就医服务流程，为老年人
提供语音引导、人工咨询等服务，尽最

大力量方便老年人看病就医。
此外，针对一些服务场所拒收现金

现象，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李伟表
示，将会同相关部委引导规范高频服务
场所的现金使用行为。通过暗访等方式
开展摸底调查，建立违法主体名录库。

“不能把‘健康码’
作为出行唯一凭证”

疫情防控常态化，“健康码”成为通
行必备，却也成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无法扫码的老年人的出行阻碍。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蔡团结介
绍，各地落实“健康码”分区分级查控措
施，一旦疫情升级，确需查验“健康码”
时，应当保留人工服务，并且指导地方
优化亲友代办、工作人员代查等服务。

“不能把‘健康码’作为出行的唯一凭
证，要采取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相结合手
段，方便群众出行。”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
务办公室主任卢向东说，下一步，要保留
其他方式替代查验。比如，不使用智能手
机的老年人，凭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纸质

证明等替代查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
场所，为老年人开设“无健康码”通道。

日常出行中，不会使用网络约车、
网络购票成为一些老年人的“头疼事”。

“要保持电召、扬召服务，保障老年
人不会上网或者没有手机也能打车。”
蔡团结表示，各地应保持巡游出租汽车
扬召服务，充分发挥95128等电召服务
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电话预约或者即
时叫车服务。同时，在各地组织爱心车
队、雷锋车队等，提供一对一的结对保
障服务。此外，在医院等老年人出行集
中的场所，推动设置临时叫车点。在一
些地方设置人工按键，可一键叫车，为
老年人提供方便。

“鼓励网约车平台优化约车软件，
增设方便老年人使用的一键叫车功能，
降低操作难度，让老年人能用、会用、敢
用、想用。”蔡团结说。

“两条腿走路，兜住
底、能兼容”

“哪怕是小众需求，我们也要充分

尊重。”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
长赵辰昕给出了在便利老年人“网络办
事”上的出发点。

信息技术便利了各项高频办事服
务。“但同时，确实要关注和照顾到各类
社会群体的需求，整个社会都要帮助老
年人跨过‘数字鸿沟’。”赵辰昕说，解决
这个问题就是要“两条腿走路，兜住底、
能兼容”。

“兜住底”，是在鼓励推广新技术、
新方式的同时，强调保留老年人熟悉的
传统服务方式。赵辰昕划出如下重点：

第一类要保留传统纸质凭证，比如
不会扫码或者不方便扫码的老年人，可
以由社区、医院提供纸质证明，还要求
车站、文体场馆保留车票、门票等传统
纸质凭证；同时，要加快打通后台信息，
扩大身份证件、社保卡、老年卡、医保电
子凭证等证件的通用范围。第二类是
专设老年人服务绿色通道。第三类是
保留人工服务，让窗口服务、电话专线、
引导人员能够更好帮助老年人；消费场
所要支持现金和银行卡支付；社保、民
政、电信、缴费等便民服务要保留线下
办理渠道。

“能兼容”，是指提供服务的企业
和相关机构，要在软硬件设计上优化
提升，使传统的方式和创新的方式双
轨运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
负责人隋静说：“我们已经筛选近百个
跟老年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闻媒体、电
子商务、金融服务、生活娱乐、网络购
物、政务服务平台等互联网网站、手机
App，在字体大小、字体色彩、语音阅
读、临时弹窗、文字输入提示等方面做
出调整，尽可能考虑到老年人在视力和
听力等方面的困难。”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国家队”进场“适老化”改造这样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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