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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报
记者1月18日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为提
高农村学生尤其是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健康水平，从2011年秋季学
期起，我国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从2011年至2020年，
重庆财政累计安排资金86亿元支持学
生改善营养，惠及全市农村学生和学前
教育儿童近100万名。

据介绍，我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的实施范围为城口、巫山、万
州、开州等14个原国家级贫困区县以及
涪陵、南川、潼南、忠县4个原市级贫困
区县，共覆盖农村义务教育学校2197
所，惠及农村学生81.5万人，补助标准
为每生每年800元。

我市还参照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在保持儿童家庭承担的基
本生活费用不减少的基础上，从2017
年秋季学期起，在14个原国家级贫困

区县实施农村学前教育儿童营养改善
计划，惠及幼儿园1843所，幼儿15.9万
人，按照每生每年800元的标准，累计
安排资金4.3亿元，实现农村公办幼儿
园（含附设幼儿园、班）和取得办园许可
的农村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营养改善计
划全覆盖。

监测数据显示，与2011年相比，实
施营养改善计划的18个原贫困区县的
农村学生生长迟缓率降低了1.25个百

分点，营养不良检出率平均降低5个百
分点，身高平均增长两厘米。

据悉，营养改善计划消耗的肉、蛋、
蔬菜等食材多来自于学校当地农户，学
校食堂从业人员也普遍聘用周边村
民，从而为学校周边不少农户提供了
增收、就业的好机会。这个计划实施以
来，中央和市级财政每年下达的营养改
善计划膳食资金和食堂运行经费接近
10亿元。

财政拿钱为学生改善“伙食”
全市近100万名原贫困区县农村学生和学前教育儿童受惠

本报讯 （记者 张莎）1月18
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
教委、团市委、市妇联、市关工委等部
门联合开展的重庆市第八届红樱桃

“冬日针爱”志愿行动来到丰都县都
督乡中心学校进行爱心捐赠，为山区
孩子们送来冬日关爱。

捐赠仪式上，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给孩子们捐助了暖手袋、图书和书
包，书包里还装有文具、跳绳、爱心织
物和冻疮膏；江北区委宣传部捐助了
御寒的冲锋衣；红樱桃义工协会志愿
者拿来了漂亮的围巾、手套、帽子；重
庆汉海海洋公园工作人员送来了可爱
的玩偶玩具；千叶眼镜连锁股份公司
员工除了给孩子们赠送爱心保暖物资
外，还在现场为学生们进行视力筛查，

并将价值5万余元的爱心眼镜送给近
视的学生；百亚卫生用品公司员工不
仅给都督乡中心学校的孩子送来了保
温杯，还为丰都农村学校捐赠了500
箱卫生用品，帮助农村女童健康成长。

漂亮的围巾、手套、帽子……传
递的是爱心，带来的是希望。都督乡
中心学校六年级一班的李媛媛代表
受赠学生说：“我们唯有勤奋学习，养
成良好的习惯，用优异的成绩和一颗
感恩的心向您们表达敬意！”

据悉，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行
动自2013年开展以来，已有30万余
人用一针一线编织起一件件实用的
衣帽，100余家企业带来了一批批书
包、文具、玩具和日用品，用细微体贴
的关爱为山区孩子们解决生活所需。

送“针爱”暖童心

“冬日针爱”志愿行动走进丰都山区

□本报记者 匡丽娜

角色扮演、看图说话、游戏闯关……
考场不再是严肃安静的教室，而是轻松
活泼的“游乐场”；考卷不再是一张试卷，
变成了闯关游戏。

临近期末，我市一些小学改变传统
的笔试考核，积极探索“低段无纸化测
评”的多元评价模式，受到好评。

现象
学生闯关考核，老师扫码评价

1月14至15日，大渡口区双山实验
小学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期末考试。

学校操场上设置了汉字游泳馆、算
术运动场、空间防疫站、年年有余等21
个项目，通过游戏过关的形式，对学生进
行期末考核。

“抽取一张图片，依照上面的汉字，
选择相应的拼音卡片，并把它拼读出来。”

“把不同形状的物体放到对应的位
置上。”

“请你演示一下向老师请教的场景。”
……
这些考题形式多样，内容五花八门，

有的让学生抓耳挠腮，有的又惹得他们
开怀大笑。

“不用埋头答题，我们玩着玩着，就考
完试了。”一年级8班学生李曦睿顺利地完
成数学考题——“小鼠回家”后，蹦蹦跳跳
地跑到一边，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每位参加考
试的学生都有一张二维码。据介绍，学
生每做完一个项目，测评老师就会扫描
二维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等级评价。
随后，系统会自动生成数据，分析学生动
手能力、计算能力、朗读能力、书写能力
等情况，供教师作针对性指导。

不仅仅是双山实验小学，江北区玉
带山小学最近也推出了“乐评第一站”，
以闯关的形式评估学生在语文、数学学
科的学习成果。例如，该校围绕快递、轻
轨、超市购物等主题创设情境，让学生在
模拟体验的过程中，闯关完成测评。

两江人民小学则采取学生成长报告
单的方式，评价学生整个学期的表现。
该校相关负责人称

这份成长报告单区别于传统的、仅
有分数的成绩单，而是立体地记录了学
生各个学科的学习情况，包括劳动技能、
运动能力、课外阅读等方面。不仅班主
任，各科老师也会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进
行评价。

初衷
让孩子们不把学习当负担

“我们试图改变传统的笔试考核和

‘唯分数论’，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
和育人功能。”双山实验小学校长陈宏
称，早在2018年，该校就开始探索“低段
无纸化测评”多元评价模式，即在主题
化、模块化、趣味化的活动场景中，紧扣
各学科核心素养和能力，结合学生心理
年龄特点，以游考的形式进行综合素养
的测评。她称：“游戏活动只是第一步，
学校还创设了凿印馆、拓印馆、乐印馆三
大情景体验馆，实现对学生不同层次的
测评。”

“让孩子在‘玩中考、考中乐、乐中成
长’。”玉带山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爱玩
游戏是孩子们的天性。把枯燥的考试变
成闯关游戏，就是想让小学生们通过这
种“乐评”的体验，促进他们的“乐学”。
采用“乐考”的方式，让孩子们在游戏中
体会学习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让孩子
们爱学、乐学、会学，不把学习当成负担。

建议
研制更高质量的“情景试题”

“这些没有试卷的考试，不仅是考试
形式的改变，更是评价理念的改变，标志
我市在探索中小学学生学业评价改革方
面迈出了重要一步。”重庆市教育评估院

基础教育评估所专家梅永鲜称，近年来，
我市一些学校聚焦小学生低段学业质量
评价体系，改变“一张试卷”的考试形式，
以设置情景的方式，采用“无纸化”测试，
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全
面掌握学生学科发展水平。这种做法有
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有利于将学
科“课程标准”落实、落地、落细，受到学
生喜欢和家长好评。

“这也让学校找到了一条快速提升
教师专业能力的捷径。”一位业内人士认
为，这些学校通过低年级“无纸化”测试，
倒逼教师、学科组研究课标和教材，引导
教师优化课堂教学、关注学生发展。同
时，老师通过数据分析，找到学生薄弱项
目，更有针对性地了解学生的弱点与困
难，实现以评促教，让教学更有的放矢。

“‘无纸化’测试是一项系统工程。”
梅永鲜建议，在题库建设方面，各个学校
要依据学科课程标准，进一步研制高质
量的“情景试题”，提高“情景试题”的综
合性；完善测评数据库建设，充分利用测
评结果，分析学生、学科等发展水平；利
用结果改进课程教学，引导教师选择适
合学生的学习方法，促进每位学生更好
发展，指导家校共育。

期末考试居然是游戏闯关！
我市小学探索“低段无纸化测评”，让孩子们“玩中考、考中乐、乐中成长”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 实习
生 程瑞）1月19日，四川大学、四
川省文史馆在成都召开隗瀛涛学术
思想研讨会暨《隗瀛涛文集》新书发
布会。来自成渝两地高校、科研单位
的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据了解，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隗瀛
涛1930年出生于四川开县（今重庆
市开州区），是新中国培养的优秀历
史学家，曾任四川大学副校长、四川
省文史馆馆长。

《隗瀛涛文集》由四川大学出
版社出版。全书收入隗瀛涛先生
两部代表性专著《四川保路运动
史》《重庆开埠史》、先生自传《一个
历史学家的历史——古稀之年的自
述》，以及具有学术代表性的重要论
文50余篇，全书共140万余字。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在会
上说，隗瀛涛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历
史学家，被学术界誉为史学领域的

“西南王”。他主持编写的《近代重庆
城市史》开辟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
的先河，创立了城市史研究的“四川
学派”。

参会代表认为，隗瀛涛先生是历
史学家，更是我国地方史研究的开拓
者、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奠基者，收入
文集的专著和论文，均为相关领域的
权威著作，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重

大影响。就学术价值而言，《四川保
路运动史》是系统深入研究四川保路
运动的经典力作；《重庆开埠史》是有
关四川区域社会和城市研究的奠基
之作，具有开创性意义。

40年前，隗瀛涛指导学生、现任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撰写
的《重庆开埠史》是该文集收入的两
部专著之一。

研讨会上，周勇回忆了自己在恩
师指导下撰写《重庆开埠史》的往
事。“我 1979 年考入四川大学，到
1981年需要写一篇几千字的学年论
文，讲述重庆开埠历史，结果我一口
气写了四五万字。”周勇说，隗先生读
后鼓励他干脆写成一本专著，这让正
在读本科的他倍感忐忑。

隗瀛涛见状对周勇说：“不怕，我
把我的东西全部给你！”就这样，隗瀛
涛向周勇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在
其指导下，周勇仅用了一年多时间
便完成了《重庆开埠史稿》，1983年
改名为《重庆开埠史》由重庆出版社
正式出版。1984年该书获得四川
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助周勇迈上了学术成长的第一个大
台阶，也因此奠定了他学术发展的
基础。周勇表示，40年后该书被收
入先生文集，这对他来说是崇高的
荣誉。

《隗瀛涛文集》发布
师生合作专著《重庆开埠史》被收入其中

1月16日，高新区英特尔FPGA中国
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给学生讲解芯片
的应用场景。

据了解，这是“手绘西部（重庆）科学
城”采风活动的4个采风点之一。该活动
围绕青少年自己的学习梦想、职业理想和
科学城未来发展，描绘青少年和科学城共
成长的美好画卷。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采风科学城
描绘美好画卷

“和雅”文化筑根基 立德树人促发展

文化有根
内涵为重 筑牢教育根基

文化，是引领学校发展的指路明
灯，是促进教师内生力的重要方式，
是为学生培根铸魂的精神养分。

和济小学以“和雅”文化引领学
校精神建设，把“正雅管理、儒雅教
师、文雅学生、慧雅课堂、卓雅课程”
作为“和雅”文化建设的五大工程。
以“五雅”为抓手，让“和谐发展，济其
所长”的办学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走进和济小学的校园，便能感

受到浓浓的书香气息：班级中设有
图书角，走廊设有读书吧，校园内有
公共阅读区、阅读浏览器，为孩子们
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此外，每
年定期开展阅读节活动，激发师生
阅读兴趣和热情，将书香洒满整个
校园。

无论是环境营造还是活动开
展，均是学校积极践行文化引领、环
境育人的生动写照。此外，学校还

从课程构建、课堂变革、德育实践等
方面，探索打通智育德育“通道”，让
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言行举
止具有“和雅”特色，将文化之根深
植师生心中。

文化有魂
德育为先 培育和雅少年

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
要加强德育教育，引导学生自尊自
信自强自立。为此，和济小学围绕

“和雅”文化形成不同年级段的德育
核心，围绕“和顺心气”“和颜悦色”

“和衷共济”三大关键词，开展“和
雅”德育，实施“课程育德”和“行动
育德”工程，促进德育工作创特色。

学校整合升旗仪式、午会、队会
课等常规教育活动,与传统节假日、
纪念日等教育内容相结合，形成德
育主题课程；围绕儿童生命成长周
期，将小学6年学习期的关键节点作
为德育课程开发的载体，开发了始
业课程、进阶课程和毕业课程“学段
三进阶”，让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
获。

针对多数学生是外来务工子女

的现状，学校以“低起点、严要求、分
阶段、抓细节”作为德育工作思路，
将工作“贴”在孩子身上，进一步细
化评价体系，落实教师与学生值日
细则，以评价带动班级建设。

个人卫生、着装、问候、课堂、用
餐礼仪……和济小学从基础做起、
从小事做起，通过文化浸润及行为
引导，让孩子们将礼仪规范学习入
脑入心，并逐步成长为有涵养、有雅
趣、有雅言、有雅行的“和雅少年”。

文化有形
课程为本 铺就成长坦途

课程是实现学校发展愿景的重
要载体，是让教育文化落地的重要
抓手。和济小学根据学生年龄特
点、发展规律与实际学情，构建起具
有“和雅”文化特色的“1+6”多彩校
本课程。

“１”是指国家基础课程；“6”是
指校本课程，即以“尚礼、笃行、健
康、善学、博艺、创新”6大学生成长
核心素养为主设置的校本课程，逐
步形成了“和融致雅，以雅化人”“和
雅共生，和而不同”的课程文化体

系，以发展学校、发展教师，最终促
进学生的和谐发展。

课堂是课程建设的“最后一公
里”。在和济小学，无论是临近退休
的老教师，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教
师，都无一例外全员卷入课堂教学
改革，仔细分析教材，精心设计教学
过程，认真准备课堂教学，在不断磨
课、重构、研讨中深化对“五要素”课
堂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

这一系列改革也着实取得了实
效：老师们把知识带进学生生命，用
行动践行学本课堂；学生沉浸在美
妙的课堂氛围里，有辨析与交流、有
感悟与体验、有欢笑与惊喜……为
大家呈现了一幅教师乐教、学生乐
学的美好画面。

“和济小学从薄弱学校发展到
特色鲜明的品牌学校，‘和雅’文化
的熏陶功不可没。”校长封雷表示，
学校相信每个孩子都不同，每个孩
子都能发展和变化，期望通过“和
雅”文化的浸润，为师生终身发展和
幸福人生奠定坚实基础。

谭茭 韦娜
图片由和济小学提供

文化是维系社会和民
族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文
化是筑牢教育根基的精神
引领。而学校是文化生长
与传承的基地。

一所好学校一定要有
文化积淀，方能用灵魂唤醒
灵魂，用明德引领风尚，为
时代培根铸魂。因此，江北
区和济小学提出以“和雅”
文化为目标，推进一切工
作，致力学校文化的深化与
发展。

校长封雷表示，“期望
通过‘和雅’文化的浸润，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
育新常态，引领学校卓越前
行。”

——江北区和济小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实践探索

书香阅读

1月18日，丰都县都督乡中心学校，重庆市第八届红樱桃“冬日针爱”志愿
行动现场，孩子们换上新冬衣，抱上新玩具。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