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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小学以研促教不断深化课堂改革
近日，南岸区三期课改校本督导

暨江南小学“跬步课堂”学科课例展
评活动在江南小学举行。活动中，江
南小学以“学习-设计-实施-提升-
展示”为主线，丰富多元地呈现出学
校三期课改以来的课堂变革成效及
师生成长变化，获得了与会市内外专
家学者、国培班骨干校长们的一致好
评。

“从形式改变走向意义回归，从
学习方式转化为学科育人本质，江南
小学的课改是成功的，值得借鉴。”会
后，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员聂军
高度评价。

江南小学的课改工作为何能收
获专业领域的广泛赞誉？课堂变革
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育人之道？

以研为本，以研促教，是学校高
质量实施课堂改革的核心和关键。
近年来，江南小学紧跟南岸区三期课
改的步伐，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跬
步课堂”实践研究深度变革。学校创
新校本研修方式，转变教师研修观
念，通过多元的项目式合作共同体促
进教师专业成长，为教育教学高质量
厚植了人才沃土，为“书香南岸，幸福
教育”贡献了坚实力量。

牵住“牛鼻子”
研修共同体汇聚课改大合力

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随着南
岸区课改逐渐步入“深水区”，如何立
足办学实际，推动课堂教学深度变
革，实现学校提质发展，成为当下亟
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以素养为导向的课堂教学变
革，离不开校本研修的深度变革。”江
南小学校长钟敏认为，教师发展是学
校发展的原动力，变革研修方式，可
以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在此思想引领下，学校构建起

“同年级与跨年级”“骨干教师与青年
教师”“实验教师与非实验教师”“课
例研磨与课题科研”“教研沙龙与名
师工作室”“项目式合作研修共同体”
六大研修共同体，全方位、多维度地
大力提升教学质量。

“传统的校本研修，教师团体的
组成模式相对固定。”教学副校长刘
祥海介绍，“我校通过让不同年龄层
次结构、骨干与非骨干、不同年级组、
不同兴趣爱好研究专长的人等交叉
组建研修共同体，为研修过程注入了
新的活力。”

每学期组织的教研组研修展示、
“江南新荷”赛课、“跬步课堂”微课比
赛等活动，就是对研修共同体工作开
展的全面检验。赛前结对师徒共同
研读教材，进行教学设计，并组建本

年级或跨年级研修团队，人人参与，
群策群力，多次试讲，反复磨课。

积细流以成江海，积跬步以至千
里。江南小学以研修共同体为载体，
搭建起集体智慧不断产生裂变的场
域，让团队里的每位成员都能最大化
发挥自己的作用，走好专业的进阶之
路，也成为学校浓厚研修氛围的真实
写照。

打出“组合拳”
多形态研修推动课改日常化

在江南小学校园一角的“教师休
闲吧”有一道格外温馨的风景线。老
师们会约上三两同伴，去那里泡一壶
茶，备一盘水果，放上一段音乐，在轻

松愉悦的氛围中，针对各自关注的教
育教学问题，开放思维、畅所欲言，让
智慧的火花在交流中不断闪现。

这是学校“教育沙龙”活动中的
一幕，也是学校推动课改日常化的生
动实践。

在江南小学，以教育沙龙、专题
讲座等为代表的多元化研修方式，作
为专业研修外的有益补充，正在让课
改变得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成熟的教研体系，要有严谨的
学术型研究，也要有轻松的漫谈式研
讨。”钟敏表示，学校试图通过开展多
形态的研修活动，为教师搭建专业成
长的广阔平台。

为此，学校在常规教研活动的基
础上，还采用了任务驱动的自我成长
策略，通过“自主研修”“互助研修”

“研修展示”，激活教师自我专业成长
的内驱力；营造新型校本研修的文化
氛围，通过转变工作观、指导观和研
修观，将观念渗透进日常的教育教学
工作中；还通过开设“江南讲坛”教师
读书交流会，组建教师社团，并定期
邀请校外的语言表演大咖、诵读专家
走进校园，对老师进行发音、表达、舞
台表现等培训，让越来越多的老师站
上舞台展示自我。

“班级需要用心经营。要多开展
班级活动，搭建交流平台，努力把班
级打造成一个家……”一次全校读书
分享交流会上，学校三年组的教师围
绕《如何打造品牌班级》一书分享心
得体会，在畅谈读书收获的过程中，
将教育的真谛内化于心。

让教研灵动起来，让思维飞扬起
来。以多样化的研修方式为依托，江
南小学教师在不断吸纳精神营养中
加速自身的专业发展，成就彼此的幸
福人生。

淬炼好作品
项目式合作打开课改新局面

“是不是这样调换马的出场顺序
就一定会转败为胜呢？我们来试一
试吧，谁来当田忌？”在教学《田忌赛
马》一课时，教师吴冬梅的问题一抛
出，便引发了学生的积极参与。以师
生对阵的形式，吴老师与学生一起还
原了赛马过程，其间她适时点拨，引
导学生在观察中展开思考。

“我明白了！原来谁后出，谁就
有主动权，胜算更大！”经过几番点拨
与讨论，更多的孩子们领悟了其中的
奥秘，大胆说着自己的想法，总结出
策略。

聚焦思维发展，转变教学方式，引
导学生从被动学习走向主动探究……
去年，吴冬梅老师执教的《田忌赛马》

一课，喜获重庆市第十一届语文优质
课竞赛一等奖。

这堂优质课诞生的背后，凝结的
是整个江南教育团队的智慧。从确
立《田忌赛马》课例研究，江南小学历
时整整一年，组建磨课团队，项目式
合作推进，在一次次的试讲、反思、改
进中，完成了课例从理论到实践、从

“粗糙”到“精品”的蜕变。
基于项目式合作的校本研修，是

江南小学“好作品”辈出的关键。从
提出项目问题，查阅相关文献、厘清
研究思路，到进行课题课例的实操研
究，再到专家指导研修成长，最终梳
理推广、共享研究成果——这套以问
题式、任务式为驱动的工作链，正在
为学校的课堂改革打开全新的局面。

教师向下扎根，学生向上生长。
经过几轮课改，学生成为了课堂的主
人，他们勤于思考，乐于探究，逐渐成
长为有梦想、有道德、有情趣的江南
少年；教师成为了学校发展的“生力
军”，以语文学科为代表的学习型、研
究型团队也迎来了自身的快速成长。

近两年，学校各学科竞赛获得国
家级奖项3人次，市级一等奖8人次，
区级一等奖46人次，论文获奖114
人次，文章发表76人次；办学方面，
学校先后获国家级奖励4项，“重庆
市教研科研成果一等奖”“重庆市教
学成果二等奖”等市区级奖励33项，
成为南岸区新优质学校。。

课改春风起，江南在行动。如今
的江南小学，以深度的课堂改革，开
辟出了一条共享、共赢、共同成长的
新路径，真正让“发展学校、成就教
师、幸福孩子”的教育愿景照进了美
好的现实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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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洋溢的老师和幸福快乐的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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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市域铁路建设全面提速
全力打造全力打造““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

今年，我市将启动中
心城区与主城新区联通的
城轨快线规划建设，推动
“四网融合”，高质量实施
TOD综合开发，构建高品
质轨道生活圈。

“城轨快线也被称为
市域（郊）铁路。它是城市
中心城区联接周边组团及
其城镇组团之间的通勤
化、快速度、大运量的轨道
交通系统，是解决大城市
交通问题的一种途径。”重
庆交通开投集团主要领导
表示，这意味着今年重庆
市域（郊）铁路建设按下
“快车键”，进入规划建设
全面提速阶段。

从全局谋划一域、以
一域服务全局。为主动对
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等
国家战略，作为重庆市域
（郊）铁路投资、建设和运
营管理的主力军——重庆
交通开投铁路集团（下称
“市铁路集团”），坚持“轨
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
局”理念，聚力打造轨道上
的双城经济圈，积极推进
城轨快线 15号线、27号
线等项目开工准备，加快
推进江跳线、璧铜线、渝合
线等项目建设。

借政策东风
市域（郊）铁路迎来发展新机遇

市域（郊）铁路是支撑现代化都市
圈发展的基础工程，也是事关市民切身
利益的民生工程。近年来，随着中国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群发展，市域
（郊）铁路建设迎来发展新机遇。

“未来，市域（郊）铁路将成为我国
城市群、都市圈的重要交通方式，也是
联通重庆主城都市区‘多中心、多层
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镇空间的主动
脉和中心城区与主城新区联通的快速
轨道交通骨干网络。”市铁路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官波说。

2020年底，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
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的意
见》，明确指出：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
市圈、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以及
国内外发展经验看，加快发展市域
（郊）铁路有利于打造“1小时通勤圈”，
有利于构建现代交通网，有利于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城市功能布局。这为市域（郊）铁路发
展进一步指明了发展方向，将有力支
撑现代化都市圈发展。

此前，国家多部委已相继出台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关于培育发展
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
政策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
与此同时，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重庆推动
“一区两群”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发展市域（郊）铁路，打造轨道上的双
城经济圈被提上日程。

2020年12月底，市政府印发《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强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明确提出：打造轨道上的双城经
济圈，满足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
交通需求。大力推进市域（郊）铁路联
通，推进建设一体融合、互联互通、环
射结合的市域铁路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主要
解决城市核心区交通问题，设计速度
一般为120公里/小时，服务范围在50
公里以内。相较于城市轨道交通，市
域（郊）铁路可以实现140公里-160公
里/小时设计速度，服务范围更广。”市
铁路集团总工程师王猛介绍，从技术
层面来讲，市域（郊）铁路属于铁路范
畴；但从服务范畴上来说，市域（郊）铁
路更接近城市轨道交通。

未雨绸缪
聚焦“四网融合”一体化发展

“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让市域
（郊）铁路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官波表示，方向明晰了，准备充分了，
信心也就更加坚定了。

事实上，为推动市域（郊）铁路发
展，2013年底，重庆市政府就未雨绸
缪，批准成立了主要负责重庆市域
（郊）铁路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市
铁路集团。

成立后的市铁路集团，紧紧围绕
发展市域（郊）铁路开展技术研究和项
目前期准备工作，着力在构建一张市
域（郊）铁路网络、完善一套市域（郊）
铁路技术标准体系、打造一个“四网融
合”的协同运输平台等方面下功夫，取
得丰硕成果。

构建一张市域（郊）铁路网络。借鉴
巴黎、东京经验和“四网融合”要求，结合
我市山地城市特点，深入开展将铁路与
城轨技术融合的市域（郊）铁路发展顶层
设计研究，积极推进7条市域（郊）铁路
和4条城轨快线等项目前期工作，总里
程约1100公里，着力构建服务主城都市
区、辐射全市域的“1小时通勤圈”。

建立一套市域（郊）铁路技术标准
体系。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建立和完
善了“双流制”、城轨快线、智慧快轨等
技术标准体系。编制完成了《重庆城
轨快线技术标准体系》《双流制轨道交
通技术标准体系》等标准，填补了重庆
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空白。

打造一个“四网融合”的协同运输
平台。以“四网融合”为目标，城轨快
线可实现跨线运营、互联互通，并与城
际铁路预留贯通运营条件，与城市轨
道交通多点换乘。如在建的江跳线，

采用“双流制”供电不停车切换贯通运
营技术，实现与轨道交通5号线贯通运
行；市郊铁路璧铜线与城轨快线27号
线贯通运营，减少市民换乘次数。

打响发令枪
开跑“十四五”新征程

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

近两年，重庆市域（郊）铁路建设
频频传来好消息。

2020年底，以PPP方式建设的市
郊铁路江跳线A包江津区境内土建工
程已基本完成，B包完成社会投资人招
标和项目公司组建，双流制车辆完成
招标，整个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2020年10月30日，城轨快线15
号线一期工程、27号线工程相继通过
重庆市发改委批复。

15号线、27号线作为重庆市城市
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的两条贯通
重庆中心城区的城轨快线网络骨干，
在建设上将充分体现“国际化、绿色
化、智能化、人文化”特点，最高运行速
度140公里/小时。

15号线一期工程项目起于九曲河
东站，终点为两江影视城站。27号线，
起于璧山站，终点为重庆东站。目前
各项开工建设筹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
推进中。

2019年11月29日，市域（郊）铁
路璧山至铜梁线节点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目前璧铜线节点工程也正在顺利
推进。

2019年8月30日，新建市域（郊）
铁路磨心坡至合川线项目一期工程顺
利开工，渝合线已进入全面主体施工
阶段……

这些项目的顺利推进，也让市民
有了更多的期待。“听说江跳线开通运
营后，从江津城区到中心城区只需半
小时，快捷又舒适，不用再担心开车堵
在路上了。”随着江津区连接中心城区
便捷、快速的市郊铁路通车脚步临近，
江津百姓如此表达对通车的期待。

“市铁路集团将按照市政府明确
的重点任务和时间节点，采用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等方式，全力推进各项重
点项目开工、建设，用拼的精神、拼的
劲头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树立优良
的建设运营专业队伍形象。”市铁路集
团总经理罗江陵表示。

不仅如此，放眼“十四五”，重庆市
域（郊）铁路蓝图已绘就。

市铁路集团表示，今后，将按照
“建设一批、开工一批、研究储备一批”
的总体思路，统筹推进市域（郊）铁路
交通网络建设。以“国际化、绿色化、
智能化、人文化”为方向指引，建成并
开通运营江跳线、璧铜线，陆续开建城
轨快线15号线、27号线等项目，积极
推进永川线等11个储备项目前期工
作，加快构建主城都市区“1小时通勤
圈”快线网络，助力建设轨道上的双城
经济圈。 潘锋

璧铜线铜梁站效果图

江跳线江津站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