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韩毅）6月3
日，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重庆艺术大市场·
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艺术游”毕业
生作品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本届“开放的六月”毕业展涉及川美4个
学科和 21 个本科专业，线上线下分别有
1641人、1395人的近万件作品参展。今年

“开放的六月”还将推出“城市艺术细胞培育
计划”“美术馆之夜”等校内外活动，营造良好
的社会美育氛围。

各学院作品纷纷亮相
关注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

本届毕业展在大学城校区和黄桷坪校区
同期展出，包括美术学类、设计学类、戏剧与
影视学类、艺术学理论类等学科门类和21个
专业毕业生的作品。

各学院作品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如
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以“盛世墨韵，百年华
章”为主题，用国画之美讴歌时代、礼赞人民
和抒发家国情怀；书法学专业同学用篆刻精
品的100方集体印屏《子期·初照》，呈现出新
时代的奋进精神。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在地艺术创作方
面，多个院系毕业生作品都有体现。如公共
艺术学院聚焦城市美学，以“艺术助力城市发
展”为主题，对九龙半岛、电厂工业遗址、重庆
美术公园、山城巷等城市公共空间进行研究
和设计。

造型艺术学院雕塑系申子叶创作的《长
江计划》是一个环保作品，从小生活在长江边
她用江津拾来的硒玉，打磨、切片，摆成长江
的形状。作品采用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方式
完成。申子叶在线上征集了宜昌、奉节、江津
等长江沿线网友寄来的江水，按照长江的形
状摆放。用硒玉做成的“长江”，江水也由上
游的浅绿，到下游逐渐变得浑浊。作品以物
质材料转化的艺术方式，反映长江流域的生
态环保的主题，呼吁大家“保护母亲河”。

个性化培养展区
展示创作激情与活力

作品富有创新性也是本届毕业展一大
特色。如该学院手工艺设计系贾倩的《纸
境——中国传统手工纸在当代软雕塑中的
实践》，来源于她在西双版纳对傣纸的了解，
从而设计制作出的一组软雕塑作品。作品以

“纸境”为主题，塑造出拟人的仙鹤、蓝雀、植
物等形象，构建出当代东方的意境之美。

本届“开放的六月”毕业展设有个性化培
养特色工作室展区。个性化培养是川美探索
的一种教学模式，目前设有木刻、水墨综合、
乡村振兴渝民艺活化等12个特色工作室，以
及1个互动媒体实验班。

工作室和实验班因材施教，由互动媒体
实验班带来的一组作品，令人震撼。《千字文》
《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学生们用极富想
象力、电子化的交互绘本创作方式，展示这些
古代儿童启蒙读物。

“这些作品颇具思想、技法、能力等，反映
出毕业生对创作的激情与活力，对时代的责

任与担当，以及鲜明的艺术个性。”中国美协
副主席、重庆美协主席、川美院长庞茂琨认
为，各个专业类别的毕业作品体现了学生的
多样性和创新性，也展示了学校在服务国家
战略等方面的积极探索。

联合川音首次推出
“美术馆之夜”活动

据悉，今年“开放的六月”毕业展以“线
上+线下”形式呈现。由四川美术学院、重庆
文化产业投资集团、重庆日报、上游新闻、融
创中国联合主办的线下展览将持续至6月18
日，联合推进的“城市艺术细胞培育计划”将
在融创重庆的一些公共艺术空间落地实施。
上游新闻客户端的线上展将持续至7月10日
结束。观众可在“四川美院美术馆”公众号上
预约参观川美美术馆（虎溪校区）的线下展。

“‘开放的六月’已成为重庆一个重要的
艺术节日，近年来每届活动都吸引了二三十
万观众的参与。”川美党委书记唐青阳介绍，
今年“重庆艺术大市场·开放的六月”期间将

推出“艺术特惠季”活动，大批学生的优秀原
创作品将分别在川美虎溪公社和观音桥北仓
艺术中心进行展销活动。

6月11日，川美还将首次启动推出“美术
馆之夜”活动。届时学校将联合四川音乐学
院等院校举行灯光秀、服装秀等活动，展示学
校教育教学成果和学科专业特色，打造学校
美术教育对外开放的新高地。

用多媒体交互绘本展现《千字文》 用傣纸构建东方意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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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升温
党建引擎注动能

在合川大石中学60余年的办学
历程中，“石”是这所学校的文化载
体、精神基石，渗透着教育的温度与
情怀。

“厚重、沉稳、质朴、谦逊、坚毅、
永恒”，如何将这份早已融入师生血
脉的“石头精神”与新时代赋予教育
党建的新使命、新内涵相融合？大石
中学选择以党建为抓手，深挖石之内
涵，注入红色动能，充分彰显党建引
领与文化育人功能。

学校制定“一品四翼伴腾飞”建
设目标，即打造“石韵党建”品牌，构
建体系、队伍、先锋、宣传“四翼”。梳
理“四三二一互促进”建设思路，即推
进“强基固本”“先锋引擎”“青蓝推
进”“知心帮扶”四大工程，建立党员
名师工作室、党员心理咨询室、党员
志愿服务站“两室一站”三个平台，发
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两大作用，形成一个协同社区和周边
学校的党建工作辐射带。

为让全体党员“有岗有为”，学校

根据党员教师工作岗位、专业特长，
划分党员责任区，设置“党员示范
岗”，大批党员好榜样在各项工作中
不断涌现。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杨辉率先垂
范、迎难而上，从不会缺席“六级24
小时无缝对接”制度中的每周一值日
留宿，确保了有学生在就有老师在，
有老师在就有领导在。为帮扶助学，
高正军、周万明、张宴菁、李丽、粟锐
等党员纷纷带头与建档立卡户、低保
户和残疾学生结对帮扶，关心他们的
家庭情况及在校学习生活，74名党
员共承包学生达300余人。徐小波、
张利巧、王仁斌、杨静等党员班主任
每年寒暑假都会走进社区、农户进行
家访，将书籍、牛奶等送到学生家
中。高考时，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杨
琴老师为了陪伴学生，挺着大肚子坚
持到最后。

同时，学校成立“石韵声声”名师
大讲堂，引导党员教师争做教学骨
干、管理骨干和教研骨干，带动全校
教师关注教学、研究教改；“校长谈心
日”制度让领导走进教师的内心，激
活了队伍发展的内驱力。通过“党
建+”融合创新工程，将党建与学校

工作深度融合，对学校管理、教学科
研、队伍建设、德育工作、文化构建、
社会服务等进行全方面覆盖，为发展
赋能，让教育升温，也助推大石中学
走上了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之路。

用质量强校
课程育人绽光彩

如何让教育有温度、有质量、有
创新，让学生享受有品质的教育？落
脚点在于建设高品质学校。每一所
学校都应当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与办
学定位。“质量为核，特色为翼，内涵
为本”就是大石中学坚持的办学方
略。

时间倒回至2018年，合川区教
育系统按照区委、区政府印发的《合
川区基础教育品质提升工程方案》文
件精神，如火如荼开展“品质提升”工
作。

这一年正好也是杨辉赴大石中
学任党委书记、校长的第一年。如何
让一所生源普通的农村学校搭上这
趟教育品质提升攻坚战的发展快
车？杨辉将目光落在了创新学校课

程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点
上，大力落实“行知品质”课堂改革与
构建“养石成玉”特色课程体系。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作
为合川区生活教育光大工程实验学
校，大石中学牢记陶行知生活教育理
念，在探索具有本校特色的学生培育
途径上，以文化人，积极促进学生个
性成长，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
学”，知行合一，并积极构建出“养石
成玉”课程体系，践行“行知理论”。

据悉，“养石课程”为国家和地方
课程，“成玉课程”主要是校本研修和
拓展课程，其中几十门拓展课程涵括
了思想品质、人文素养、强体健心、艺
术特长、生活实践五大类，通过《秧歌
舞大课间》《石文化鉴赏》《小石头成
长教育》等特色课程集中体现了“新
二十三常能”，让学生学会创造、学会
欣赏、学会生活。如今，“养石成玉”
特色课程体系已成为大石中学一张
亮眼的名片，《石文化鉴赏》已被评为
重庆市精品课程。

在特色课程体系的指引下，“二
线四环砥砺课堂”教学模式应运而
生，教师引领指导，“以知导行”，学生
行动思考，“以行得知”，让教师在“做
中教”，让学生在“做中学”，大石中学
打造出高效率、高品质课堂。

“建设特色课堂教学模式不仅激
活了学生主动生长的内驱力，更让学
生学会创新、学会生活。这是‘办有
温度的学校，做有品质的教育’的立
足点，既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又助推
学校内涵发展。”杨辉总结道。

为学生赋能
特色兴校促成长

前不久，一场以“阅读文化经典·
礼赞建党百年”为主题的石韵馨香读
书节在大石中学举行，通过经典吟诵
展演、百科游园等活动的开展，促进
全体师生在阅读中找寻力量，在力量
中笃志前行。

这是大石中学积极推进学校特

色建设，引导内涵发展，用教育的温
度与品质，让学生更有德性、更具智
慧、更加健康的精彩实践。

深化“五育并举”，培养时代新
人。如何实践？特色兴校是路径。

为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大
石中学结合校情，立足艺体特色，成
立艺术培训中心和体育培训中心，规
范艺体培训。

在全国人民积极投身于“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大潮之际，大石
中学率先成立合川教育系统第一个
科学技术协会，并通过成立科技兴趣
小组，开设《科技制作与发明》校本课
程等方式，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
和求知探索能力。

成长动能被激活，教育发展结硕
果。

近年来，学校师生参与艺体、科
技类国家级、市区级竞赛，累计获奖
127项。在刚刚落幕的重庆市中小
学生艺术活动月校园集体舞比赛中，
大石中学荣获高中组一等奖，自选作

品荣获全市第一名；在日前举行的重
庆市第10届中学生科技小论文大赛
中，大石中学更是将仅有的4个特等
奖中的3个收入囊中，实现了合川区
在该项赛事中的重大突破。

此外，大石中学的“彩石飞扬”体
育节、“石韵馨香”读书节、“灵石生
辉”科技节和“石韵悠扬”艺术节，“文
化四节”蜚声校外，成为学校艺体、科
技特色发展的成果载体。

笃行致远，砥砺前行。3年来，
大石中学通过党建引领、文化浸润、
质量强校、特色兴校，守教育初心，寻
提质之道，担育人使命，按下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快进键”。学校因此获
得了“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学校”

“全国重点特色实验学校”“行知式好
学校”“重庆市十佳书香校园”“重庆
市绿色学校”等数以百计的荣誉和称
号。

谭茭 谢静 张远眉
图片由合川大石中学提供

2018年，为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合川区
政府“基础教育品质提升工
程”指导思想，合川大石中学
全面开启了提质进阶的征程。

3年来，学校秉持“大行致
广，石以载道”的办学理念，在
党委书记、校长杨辉的带领
下，致力于“办有温度的学校，
做有品质的教育，育有思想的
学生”。以党建引领、文化浸
润，让教育升温；以课程构建、
教学提质，用质量强校；以科
学创新、艺体特色，为学子赋
能，让大石中学铸魂育人进一
步走深走实，朝着“成为重庆
知名、全国有影响的基础教育
品牌名校”的目标加速前行。

学生在读书节上吟诵《念奴娇·赤壁怀古》

回顾“十三五”，大石中学
教育教学整体水平跃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展望“十四五”，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将以技术
革新推动教育创新。

“以石载道，文化育人，党
建领航，以石化人。”未来，大石
中学将坚持“质量为核，特色为
翼，内涵为本”的办学方略，落
实“12310”工作思路，进一步明
确争创“重庆市特色高中”的工
作目标，抓住“变革”“突破”两
个关键，突出质量、特色、安全

稳定三个重点，落实十个抓手，
办有温度的学校，做有品质的
教育。

同时，落实“结对帮扶协
议”，与周边学校携手共建；全
面落实国家战略布局，大力推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合
作，加快构建成渝地区教育协
同发展机制，共同进步、共同提
高、共谋发展。

——合川大石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杨辉

抓住变革与突破
努力开启发展新征程

校长思想力>>>

让教育升温 用质量强校 为学子赋能

合川大石中学 以“石”育人 按下教育高质量发展“快进键”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6月3日，在第26个全国“爱
眼日”即将来临之际，重庆市2021年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暨2021年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工作推进会在巴南区巴南小学举行。

6月6日是第26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
“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从今年开始，市教委将每年的3月、6月、9月为我市的近视
防控宣传教育月。

市教委要求各区县教育部门和学校将近视防控知识融
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通过课
堂、校园电视和广播、宣传栏、班会、班团队日等渠道和形式，
开展科学用眼护眼健康教育，提高中小学生爱眼护眼意识。

同时，要求各地各校严格落实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制度
和每学期2次视力监测制度；加快改造教室采光和照明。
确保中小学生在校时每天1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时间，每节
课间必须让学生出教室活动、远眺。确保每天2小时以上
的户外活动时间；减轻学生学业负担。

各区县教育部门和学校要宣传中小学生过度使用手机
的危害性和加强管理的必要性，确保手机有限带入校园、禁
止带入课堂。

中 小 学 生 每 学 期
须进行两次视力监测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3日，重庆市杂技艺术
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回顾总结了市杂协过
去五年的工作，研究部署了今后五年的任务，并选举产生
了市杂协新一届领导机构，陈涛当选市杂协第五届主席。

会上，陈涛作工作报告，回顾并总结了重庆市杂协过去
五年的工作，并对未来五年的工作进行了规划。会议选举
产生了市杂协新一届理事会，选举陈涛为市杂协第五届主
席，李杰、杨俊、赵志为副主席，刘勇为秘书长，并聘任何天
宠、王亚非为第五届名誉主席。

市杂技艺术家协会完成换届
陈涛当选主席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6月3日，重庆市美术家协会
第五次代表大会举行。会议回顾总结了市美协四次代表大
会以来的工作，研究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五年我市美术事业
的工作重点，并选举了市美协新一届理事会，庞茂琨当选市
美协第五届主席。

会上，庞茂琨作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重庆市美协的工
作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五年的工作进行了规划。会议还
选举产生了市美协新一届理事会。在市美协五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上，庞茂琨当选市美协第五届主席，焦兴涛、邓建
强、侯宝川、刘曙光、魏东、张杰、段胜峰、黄作林、彭伟、蒋
才、邓刚、彭石当选副主席，魏东兼任秘书长。市美协还聘
任罗中立、马振声、高小华为第五届名誉主席，聘任陈航为
第五届主席团委员。

市美术家协会完成换届
庞茂琨当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