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育

3 版

二
〇
二
二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星
期
六

编
辑

熊
堇
言

版
式

汪

阳

校
对

李

梅

■ 记者 刘晓娟

近日，走进隆化六小，运动场

上学生们尽情奔跑；花团锦簇、绿
树环绕的教学楼区，老师在传道

授业解惑；宽广平坦的道路上，学

生与老师互相问好……一股文明
之风扑面而来。

近年来，隆化六小以创建文明

校园为契机，不断深化和落实办学
理念，以“经典”“国学”教育为依

托，以校园文化引领为突破口，加
强文明校园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
育人环境，不断提升学生内在道德

修养。在日前公布的重庆市文明

校园名单中，隆化六小位列其中。

礼仪特色文化描绘
校园底色

来到学校，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座以“礼”构图的学校大门；

走进校内，左边文化墙以古书

“牍”为形，雕刻着学校校赋，右
边是一面传统文化浮雕墙，刻有

孔子“仁、义、礼、智、信”儒家思
想；操场四周，二十四孝、五常伦

理、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等以

国学内容为主题打造的古代礼
仪文化墙，让整个校园充满浓浓

的礼仪文化氛围。
“我们在校园环境的打造中，

融入礼仪文化，力争让每一个建

筑都怡情，让每一堵墙壁都说话，

让每一幅字画都益智，让每一个
阵地都育人。”该校德育主任程玲
介绍，学校在校门口还张贴了《中

小学生守则》，在学校醒目处悬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教唱歌

曲《牢记核心价值观》，让人人熟

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程玲介绍，学校把文明礼仪

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切入点，用国学教育促进习
惯养成，以经典文化渗透促进内

在“道德生成”，着力打造“礼仪”
特色课程。先后开发了《文明礼
仪伴我行》《中华传世经典选编读

本》《榕树叶绿》校本德育教材。

同时，该校通过值周督促，
少先队常规评比考核，成立“小

榕树文明纠察队”等，不断加强
常规教育与管理，从内涵上提升

学生素养，从而促进良好行为习

惯的养成。利用各个节日、队日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文明

礼貌教育，组织开展“文明礼仪

我能行”“文明礼仪我先行”“文
明礼仪我真行”等主题队会活

动，培养学生公民素养，促成良
好行为习惯的养成。

高素质教师队伍言
传身教

“教育工作者要做到为人师

表。”该校党支部副书记罗文勇

说，教师不仅要“言教”，更重要

的是“身教”，该校以教书育人为
宗旨，着力建设一支品德高尚、
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该校坚持“重品德、重能力、
重实绩”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约束

机制和激励机制，狠抓《教师职业

道德规范》《六条禁令》，不断提升
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立足“请名

家名师讲学指导”“校本培训教

研”“外出交流研讨”三大主渠道，
长期扎实开展教师培训和教改教

研活动，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
大力探索适合学校的教学模式，
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为载体，落

实各项措施，培养一批学科带头

人、骨干教师和名师。
同时，该校通过大力宣传当

好教师的规章制度，让制度深入
老师心中，警钟长鸣；与教师签订

责任书，要求教师坚决履行职责，

坚决杜绝违纪；向家长发放“告家
长书”，请家长监督，并向家长公

布了学校及区教委的举报电话等

方式，树立好的教师形象。
此外，紧紧围绕学校“明礼善

行 德润人生”的办学理念，让教
师以身作则，以高尚的道德水准

和修养去影响、教育学生，展现学
高为师的风范和良好形象，在良

好的师德师风浸润下，教师团队

已形成了勤勉从教、赤诚奉献、为
人师表、教书育人的师德风范。

在去年的师德标兵、师德先进个

人和师德先进集体评选中，该校

被评为师德先进集体，1名教师
被评为师德先进个人。

特色教育模式提升
综合素质

去年12月，经吉尼斯世界纪
录官方认证，隆化六小五年级九

班学生同时打破了“最快时间解

4×4数字华容道”“1分钟内解最
多的 4×4数字华容道（25人一

组）”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隆化六小学生们从小

学一年级就开始接触这些益智

游戏，并进行了长期练习。
长期以来，隆化六小注重因

材施教，提质增效，打造高效课
堂。将德、智、体、美、劳等教育

内容合理融入教学，促进学生综
合素质发展，并创建了一套独具

特色的教学模式。学校针对不

同年级的学生，打造“一班一品”

特色班级建设，先后引入数字华
容道、鲁班锁、象棋、魔方等益智

课程。
程玲表示，学校不仅要教会

孩子们课本上的知识，还要培养
他们丰富的兴趣爱好，这样才能

促进孩子身心健康发展。学校

坚持树立全面的教学质量观，将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致力于实现学生的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践行文明礼仪 绽放文明之花
——记重庆市文明校园隆化六小

▲学生在为自己种植的小作物浇水。
◀古色古香的三圣亭成为师生阅读的好

去处。
记者 刘晓娟 摄

本报讯（记者 李佳遥）近
日，南川三中组织该校初二、高二

年级学生开展第六届“美丽大观

园 励志青春行”主题远足活动。

是日上午，1300余名师生

在操场集合，随后，按班级顺序
列两路纵队出发，开始 30公里

路程的远足。医疗车、后勤保障

车、物资供应车一路随行。
路线途经金龙村樱花大道、

三不加食品有限公司、珍奇瓜果

园、黎香湖湿地公园、黎香湖风

情小镇、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

惠农蓝莓现代产业示范基地、大
观原点等，远足时长约7小时。

一路上，同学们时而喊着班
级口号，时而唱着班歌，欢声笑
语弥漫山间，大家互帮互助，走

得太快的同学会放慢脚步或停
下来等一等后面的同学，有的同

学背包太重了，大家会轮换着帮

着分担……

据介绍，为保障此次活动的

顺利进行，学校前期作了周密细
致的安排，成立了活动筹备组、后

勤保障组、医务组、安全保卫应急

组等，保障远足活动安全有序。
“远足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

推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

体，也是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重

要途径。”南川三中政教处主任尧

彬说，开展远足活动是为了鼓励
学生走出书斋，亲近大自然，感受
农村新发展、新面貌，同时潜移默
化培养学生团结协作意识，提高
学生意志力。

南川三中开展远足活动

学生进行主题远足活动。 记者 李佳遥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近
日，隆化职中 2021级计算机应
用业“3+4”班的罗甜、梁颖、刘

燕三位同学的项目《便携式门
把手自动感应消毒器的设计

与制作》以“工程学、物理与天
文”项目高中组第 2名的优异

成绩获得重庆市科技创新成
果一等奖。

近年来，隆化职中一直秉承

激发学生自主·创新·协同的育
人理念，坚持以赛促学、以学促

教、以赛促训，通过比赛引领驱
动中职生发现和探究身边的实

事问题，积极参与探究性学习和
科技创新实践活动，激励更多中

职生感受创新魅力，激发科学兴
趣，培养科学精神。

隆化职中在全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

本报讯（记者 聂灵灵）近
日，隆化一小开展阳光劳动周活

动，学生通过比劳动技能、悟劳
动艰辛、听劳动故事、展劳动主
播、享职业美好等内容，感受劳
动辛苦、体验劳动快乐、学会劳

动技能。

活动中，该校三、四年级学
生通过自理技能个人赛和传统
文化技能团体赛，展开整理书
包、削土豆、系鞋带、包抄手比

拼。记者在现场看到，三、四年
级各班代表学生整齐有序地排
列在操场中，桌面上摆放着鞋

子、书包、土豆等物品。随着一
声哨响，系鞋带比赛开始，只见

学生们把鞋带在鞋子上来回穿
系，个个心灵手巧、速度飞快。
该项比赛主要考验学生在规定
时间内谁先系好鞋带、打结美
观、活结牢固、摆放规范。

在团体包抄手比赛中，各班

学生四人一组，以规定时间内包
的抄手数量、摆盘精美度、干净

整洁程度来评分，最终以分数高
低进行排名。

据了解，此次活动除了比劳
动技能外，学校还组织全校学生

参与“家务劳动十天打卡活动”，

开展“劳动最光荣”主题班会，集
体观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全
国劳动模范、中国工程院院士、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故事；

家长志愿者走进班级讲述劳动
故事，让孩子们体会劳动的乐
趣与不易。同时，学生在家长

帮助下，针对某个劳动项目录
制视频讲解劳动步骤，各班推
选 5个优秀视频参加学校“最

美劳动小主播”评比。学生在
家长带领下，走出校园参加职业
体验实践活动。各班推选 5名
优秀学生参加学校“优秀职业体
验师”评比。

隆化一小开展阳光劳动周活动

学生在进行包抄手比赛。 记者 聂灵灵 摄

本报讯（记者 盛余多）近
日，区公安局、区消防救援支队、
区人民医院、黎香湖镇和中海·

黎香湖红色驿站志愿者组成联
合宣传小队，走进黎香湖镇中心
校开展安全宣传主题教育活动，

为师生们送上了一堂生动有趣
的综合安全知识讲座。

活动中，消防队员引用家庭

火灾案例，向师生们讲解了防火
常识、如何正确拨打报警电话、

如何查找身边的火灾隐患、自
防自救的方法等，强调了教

室、家庭等重点区域消防安全
注意事项。公安民警则以发

生在身边的案子为例，详细讲

解了易发、高发的电信网络诈

骗类型，向大家揭露诈骗伎俩，

针对性提出防范措施，并呼吁
同学们当好小小宣传员，回家后
向家长做好宣传。

随后，区人民医院医生就被
猫狗咬伤、溺水等意外伤害情况，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展开应急救护

知识讲解，同学们兴致勃勃、踊跃
提问，现场气氛热烈。志愿者则

为学生们科普心理健康知识，带

领大家一起开展篮球、趣味跳绳
等活动，帮助学生缓解学习压力、

提高学习兴趣。
此次安全宣传主题教育活

动，受益师生 200余人次，通过

活动既增强了广大师生的综合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应急避险

能力，同时为营造良好的校园安

全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安全知识宣传进校园

■ 记者 刘晓娟

中国象棋，不仅仅是茶余饭
后的娱乐消遣，其本身更具有文

化特征和教育功能。太平场镇
中心校将象棋融入课堂，通过方
寸天地的拼搏，潜移默化促进学

生内涵发展。
走进太平场镇中心校，入眼

第一景就是一个大大的棋盘，由
大小一致的铁皮轮胎喷绘做成
的象棋，教学楼旁边的文化墙上
也展示着象棋文化，象棋教室

里，一个个象棋棋盘整齐摆放在

桌子上，凳子上也刻有象棋棋

子，墙上张贴着象棋走法口诀、
象棋棋局、象棋育人目标等。

近年来，太平场镇中心校将
象棋文化融入课堂，在“蒙以养
正，明德至善”的办学理念和校训

“六年奠基一生，习惯成就梦想”
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开设中

国象棋特色课程，形成蒙正棋美
的核心文化，打造“一生好习惯，
一手好棋艺”太平孩子的名片。

以育人为目标
开设象棋特色课程

该校校长冯久强介绍，象棋

有一个不断分析、计算的过程，

能够促进人们创新品质的发展，

对培养学生大胆、果断和缜密、
细致的品质非常有效。

太平场镇老百姓喜欢下中国
象棋，潜移默化下，镇内大部分学
生对象棋有兴趣。学校教师群体

中有部分教师喜欢中国象棋，学校
课改组针对这一情况，设立了专门
的中国象棋工作室，安排专职教师
执教，形成良好的氛围。

同时，学校实现了网络覆
盖，网络上有关象棋的视频资源

丰富，学生在学校有学习的网络

资源。

因此，学校紧紧围绕习惯养
成教育，提出了“象棋伴我成长”
的学校棋文化建设构想，将棋文
化教育与学生学习、学会做人教
育等相结合，在全年级开设中国

象棋特色课程。在这门课程中，
通过教师讲解、视频赏析、学生演

练、课内外对弈，课外复盘训练等
形式，训练学生缜密的逻辑思维
能力，培养学生良好的注意力。

多层次的象棋校本课程
让学生享受学棋的乐趣

在太平场镇中心校，每个班

每周都有一节象棋课。为了系

统地开展象棋课程教学，该校象

棋工作室研究编写了校本课程
教材，分为9个单元，内容涵盖了

解特色课程《象棋》纲要、聆听象
棋故事、认识棋盘的构成、黑白
双方棋子的定位和摆法、行棋知

识、实战应用、行棋战术、分析棋
局、了解残局技巧、分析比赛规
则等内容。

“在编写教材时，学校根据
学生年龄结构特点，设置了阶段
式的象棋教学内容。”冯久强说，

比如一二年级主要是认识棋盘、

熟悉棋盘、学习象棋纲要，并通
过棋盘展示让学生初步认识棋
盘，培养下中国象棋的兴趣，然

后再学习每个棋子吃子的方
法。到了三四年级，开始学习象
棋基本的将法，棋步的读法和记

法、专业术语以及开始对弈。五
六年级则学习各个兵种的杀法、
残局技巧、取胜技巧等，提高学
生象棋水平。

而在《象棋》拓展型特色课
程的学习评价中，该校根据学生
和课程的不同，采用教师、学生、

家长三方结合的评价原则，在评
价过程和评价结果等方面采取
多种方法，以适应拓展型课程的

多样性和选择性等特点，设置了

单元内容和情感意志表现两个

方面的内容。
“开设象棋课程，不单单是

象棋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与训练，

更多的是希望通过方寸天地的
拼搏，让学生享受学棋的乐趣，

达到以棋明德、以棋益智、以棋
怡情、以棋促创的育人目标。”冯

久强说。

棋理和道理无缝对接
提升象棋课程的育人价值

作为一种头脑智力体操，象

棋可以寓教于乐，不仅能开发学
生智力，有效促进学生记忆力、

观察力、想象力、注意力和逻辑
思维能力，更能让学生修德养

性、明理启智，有利于健全人格

的塑造。
四年级学生李雨欣感觉在

学象棋的过程中自己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以前上课容易开小

差，注意力不集中，而下象棋需

要聚精会神、全神贯注，现在我

上课很少走神了。”
“对弈的时候不能只想一

步，而是要考虑大局，学习解决
问题的能力，把它应用到数学

中，数学成绩也提高了不少。”学
生刘娅说。

“在学生弈棋的过程中，我

们还要借棋来培养他们的思想
品质。比如如何面对失败，如
何面对胜利，如何尊重对手，如
何反躬自省等。”冯久强说，象

棋活动是一项诚信活动，诚信
不能光挂在嘴上，要用心做。
如：针对一年级小学生处于学
棋的起步阶段，有的学生守时

习惯差，有的学生处在不利地

位时就会悄悄换子；又如，当两
位伙伴对弈时，旁边观战的伙
伴看见情况危急，会迫不及待
地指点、暗示。

“希望通过中国象棋活动的
开展，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培
养学生更好的纪律性、坚韧不拔

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增强信心。

通过学习实践，培养学生敏锐的
观察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良好
的记忆力等。”冯久强说。

象棋伴我成长
太平场镇中心校开设象棋课程促进学生内涵发展

太平场镇中心校学生在象棋课上对弈。 记者 刘晓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