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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具有潜在
的教育功效和巨大的德
育优势，是开展养成教育
的一种有效载体。

世贸小学围绕“游戏
化”的办学特色，创造多
样的、有趣的、个性化的
环境空间，强化校园环境
的育人功能，建设了游戏
体验区角，为学生提供参
与实践活动的场所，像是
学校打造的街巷、交通系
统、庭院、客厅、书房等场
景，都给孩子提供了不同
尺度的游戏角落和很多
迷宫式的空间体验，在游
戏体验中去自我发现和
释放个性。

与此同时，世贸小学
还依据游戏化区角，在校
园开辟体验园，构建了相关的体验课
程，并整合多学科，让孩子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学唱经典歌曲，吟诵古典诗文，
在体验中学习，在游戏中成长。

此外，世贸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生
命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明礼诚信
教育、法制教育、感恩教育等的开展，更
进一步培养了孩子的心理素质、道德认
知、文明礼仪，引领孩子丰富人生体验，
不断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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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说过：“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健康人格，而培养健

康人格应从培养良好习惯入手。

建校伊始，巴南区世贸小学校秉承“德育为先、能力为重、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坚持“养成教育”的实践与探

索，结合“巴南区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养成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以“游戏化”办学特色为依托，创新“体验式”德育

新模式，构建了“游戏化体验式”德育课程，让孩子的身心在游戏和活动中得到自然和谐的发展。

游戏化评价
以评价改革促进教育提质增效

“老师您好！我要兑换水彩
笔！”“这次兑换，我终于可以和校
长共进午餐啦！”……每逢周三，
世贸小学就会时不时传出孩子们
兴奋的讨论声。原来是孩子们正
用“世贸护照”累积的“世贸币”积
分，在“世贸小超市”进行奖品的
兑换。

“从入学到现在，我已经兑换
了很多小文具，还想兑换当一次
校长小助手。”世贸小学三年级
（3）班的余沛筱说。

以“世贸币”“世贸护照”“世
贸银行”“世贸小超市”为载体，推
行“游戏化评价”，助力“游戏化体
验式”德育，促进养成教育落地，
是世贸小学的一大常态化工作。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
向，是树立正确办学导向的指挥
棒。我们树立新的评价理念，找

准改革方向和工作路径，设计了
‘游戏化评价’课程体系，激励学
生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形成
良好的生活、学习和行为习惯。”
世贸小学校长苏雁说。

为抓实“游戏化评价”，世贸
小学将评价标准设置包括孩子的
德智体美劳，参加竞赛、日常生活
等方面，设计了分值为1分、2分、
5分的“世贸币”进行评价，发行
了“世贸护照”册子，册子用6种
颜色分别代表6个年级，孩子可

以有12本册子记录6年的成长
经历，通过“世贸银行”进行分值
储存、兑换，到“世贸小超市”可以
拿到相应的实物类、角色体验类
表彰或奖励。

据悉，世贸小学的“游戏化评
价”德育课程，以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为目标，打破单一的、工具化的
评价标准，将教师、学生、家长的
三方评价相结合，贯穿过程性评
价和阶段性评价，形成对学生个
体客观、多元、综合的评价，促进
学生良好道德习惯养成。

目前，世贸小学“游戏化评
价”借力“互联网+”、大数据，升
级到2.0版本，以二维码卡片取代
1.0版本的硬币，以学生信息卡取
代纸质护照，老师和家长只需要
打开成长指南APP用手机扫二
维码，孩子的分数就会自动存到
账户里，实现了评价过程的全方
位、显性化、可视化。

游戏化活动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提起儿子的变化，世贸小学
二年级（2）班杨博文的妈妈非常
高兴：“以前在家里连书桌书本都
收拾不好，现在他能自觉收拾得
整整齐齐，回家后还抢着帮我做
一些小家务。”

得益于世贸小学在开展“游

戏化评价”的基础上，推行“游戏
化活动”德育课程，杨博文在行为
上发生了明显转变，还因为积极
参与活动，受到同学认可，被推选
为副班长。学校还有很多孩子和
他一样，在“游戏化活动”中修炼
了自身素养，收获了成长。

世贸小学认为，把养成教育
作为德育重要内容纳入游戏化活
动之中，增加养成教育的趣味性、
体验性、吸引力，能胜过有声的教
化，让习惯渐渐成自然。

据学校德育负责人介绍，世
贸小学聚焦“游戏化活动”德育课
程，通过“养成教育活动”“研学旅
行活动”“主题教育活动”“体艺活
动”等形式，促进养成教育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

在打造养成教育活动上，世
贸小学分校内校外制定养成目
标，按照“自理”“秩序”“礼貌”3
个板块制定习惯养成要点。比
如，学校推行“世贸育德三字经”，
创编“我是世贸好少年”守则操，
孩子们边诵读边律动，潜移默化
中养成文明礼仪、遵纪守法等行
为习惯。

世贸小学寓教于乐地开展
“游戏化活动”德育课程，引领孩
子成为“心性好、礼节佳、德行正、
正气足”的幸福快乐人。

何霜 张骞月 杜林燕
图片由巴南区世贸小学校提供

——巴南区世贸小学校以“游戏化体验式”德育落实养成教育

在快乐中收获成长的价值
学生收到校长的神秘礼物

同学们在世贸超市兑换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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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普及金融知识，进一步
提升高校学生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
金融安全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9
月16日，泰康养老重庆分公司走进重
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参加了“送金
融知识进校园”宣传活动。

据悉，本次“送金融知识进校园”
活动由重庆银保监局和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联合指导，由重庆市银行业协会、
重庆市保险行业协会牵头组织金融知
识宣传团队，辖内105家银行保险机
构共同参与。活动启动仪式于当天下
午3时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其他68
所普通高校同步开展线下宣传。

宣传金融知识 倡导理性消费

在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活动
现场，主教学楼大门口设立了展台，
放置以“理性消费，远离诈骗”为主题
的宣传展架，张贴公益海报，营造了
良好的宣传氛围。宣传小组选择上
午下课教学楼人流高峰期集中发放
重庆市银行业协会、重庆市保险行业
协会统一设计、印刷的金融知识宣传
折页、保险知识手册、金融知识读本，
热情讲解金融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反
校园贷、套路贷、反电信诈骗，积极普
及常见的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典型
案例，引导在校学生自觉远离非法金
融活动，避免盲目投资和冲动交易，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反诈骗专题讲座 学生收获良多

下午2时，宣传小组来到该校5
楼多媒体教室开展金融反诈骗专题
讲座。学院董事长、党委委员、副院
长李宪伦教授首先致辞，他强调，本
次活动旨在帮助在校学生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念、提升风险防范意识，保
护好个人的金融信息，该活动对同学
们将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宣传小组组长单位泰康养老重
庆分公司党委委员、业务总监曹朝晖
也来到活动现场，他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向同学们讲解如何识别新型电信
诈骗和防范措施。他首先希望同学
们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要通过诚实
合法劳动去实现人生价值；其次希望
同学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不要爱虚
荣、互攀比，不能过度消费，更不要借
贷消费，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和提

升自我上；最后他希望同学们能认真
学习金融知识，认清金融本质，用好
金融工具，提高金融诈骗识别能力和
风险防范意识。

接下来，泰康养老重庆分公司合
规法律部资深专员周俊为同学们带
来了一堂生动的金融反诈骗知识讲
座，内容涵盖初、中、高级金融诈骗和
电信网络诈骗方式，他提示同学们重
视个人信用记录的重要性，并根据大
学生消费特点着重讲解了如何防范
落入“校园贷”“套路贷”的陷阱，提醒
大家发现违法行为应及时报案。

“今天各位老师通过理论联系实
际，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
金融知识课，现场气氛热烈活跃。以
后我一定要理性消费，远离诈骗，要经
得住诱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社会观，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长期
开展下去，让更多的同学受益。”讲座
结束后，学院社区康复专业的郝珂冰
同学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

坚持党建引领 传承红色金融

泰康养老始终秉持“受人之托、勤
勉尽责”的企业理念，助力国家医养保
障三支柱体系建设，立志做国家大民
生工程核心骨干企业。公司坚持党建
引领，通过组织召开专题党委会、民主
生活会及线上“云学院”等形式，积极
开展红色金融史学习。2021年，分公
司党委组织开展了司庆九周年“知来
路、启新程”健步走、彭水大垭乡中兴
小学校服捐赠公益活动、“7·8云长征”
健步走活动、集体观看建党100周年
庆祝大会现场直播、电影《1921》集体

观影暨重温入党誓词、清廉文化展现
场观展等多种形式的党建活动，并始
终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牢记初心使命，助力金融知识普及。
2021年金融知识宣传月期间，泰康养
老积极围绕“一老一少”重点人群，线
上充分利用官微、APP、短视频等平
台，开展保险产品知识和防范金融风
险诈骗知识宣教，帮助金融消费者理
性消费，掌握基本金融常识，提升自我
金融素养；线下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通过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等
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金融知识宣教
活动，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消
保宣教氛围，打造泰康养老消保品牌。

泰康养老重庆分公司行政人事
部负责人肖晖介绍，活动当天，泰康
养老重庆分公司还作为重庆青年职
业技术学院宣传小组的成员单位，在
组长单位统一安排下，积极参与了该
校现场宣传。两场进校园活动累计
发放宣传资料1200余套，现场接受
学生咨询500余人，参加讲座人数百
余人，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宣传
小组将与高校建立“送金融知识进校
园”宣传活动的长效机制，持续推动
金融知识普及，为努力创建良好的校
园金融环境添砖加瓦。

文/图 泰康养老重庆分公司

防范金融风险 护好学生“钱袋子”
——泰康养老重庆分公司踊跃参加“送金融知识进校园”，助力金融知识普及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金融反诈骗知识讲座现场

主办：重庆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重庆日报

遗失声明
现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30名销售从业人员纸质执业证遗失，遗失清单详见下表。列表中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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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支公司支坪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张永兴 机构编码：00000550011600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支坪幺店子街1幢2-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江津区支坪镇支坪正街26号
批准日期：2006年7月19日
邮政编码：402260 联系电话：4752545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8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津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区支公司永嘉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陈晓莉 机构编码：00000550015101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朝阳街140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朝阳街198号
批准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4564592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区支公司大庙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李林 机构编码：00000550015100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大庙镇群益街12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大庙镇群益街128号
批准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4564592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铜梁区支公司少云营

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刘婷婷 机构编码：00000550015100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新正街57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铜梁区少云镇新正街101号
批准日期：2004年03月23日
邮政编码：402560 联系电话：4564592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1年09月10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