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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书香成为现实
政府投入 读书热席卷“家校社”

镜头：“妈妈，你错了，‘支持’是翘舌音，不
能读成平舌音……”珊瑚浦辉实验小学的喇雅
茹自从爱上阅读后，最喜欢给妈妈纠错。

她不仅爱纠错，还经常出题“考父母”。“爸
爸，你知道《红灯记》是写的哪个时代的故事？”

“白毛女真名叫什么”……父母买来的几十本红
色经典书籍，小喇看过四五遍，俨然成为家里的
小老师。

虽然还在读二年级，但喇雅茹一学期的阅
读量达到200多本书。而像她这样的孩子在学
校并不是少数。“在我们班上，有三分之一的学
生一学期能达到近100本，全校人均一年读书能
达到十六七本。”二年级一班班主任李颖介绍。

解读：走进珊瑚浦辉实验小学，不难发现其
中奥秘。这里每个班都有漂书台、阅读明星榜、
好书推荐榜、星光书籍走廊、教师阅览室、标准
化图书室、书窝等。为激发学生兴趣，学校开展
的“读书换卡”活动，让每个学生争做阅读小明
星。制作好书推荐海报、寻找共同爱好书籍的
伙伴、百科知识竞赛、读书沙龙等阅读交流活动
更是丰富多彩。

同样在11中，为鼓励阅读，学校精心编撰
了丰富多彩的课外书导读校本，向学生传授如
何读书、如何做读书笔记的方法，还编印配套的

记录本，让学生人手一册，书写书评和感受。每
学期全校选出50篇优秀的学生作品集合成《读
青春》系列，目前已出版了3本。

此外，各校结合校情校史打造的校本阅读
课程，如茶园新城中学的“三益讲堂”、天台岗融
创小学的“图说三国”阅读课程、文峰小学针对
学校阅读现状开设的“分级阅读”课程等，都非
常有特色。

阅读已成为南岸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走进南岸校园，从课间、午休到放
学路上，经常能听到孩子们围绕书中内容展开
的争论，走廊、花园、教室，处处都能看见三三两
两安静看书的孩子。

“推广阅读不仅学校在努力，事实上政府花
了很大力气。”南岸区教委负责人介绍，南岸区
政府每年投入近1000万元，建设阅读阵地、校
园图书馆、漂书吧、文化墙、街头流动图书馆、社
区电子阅览室等，给市民、学生创建处处有书读
的书香环境。

“快去读书，读好书，虽然有一天人会变老，
但你们仍有可能从这座生命之塔中获取能量。”
这是著名诗人傅天琳对南岸学子的寄语。为推
进书香南岸建设，南岸区特意邀请她在南岸学
校举办50年经典诗作展，启动课外阅读竞赛，吸
引近40所小学的1万余名学生参加。

浓厚的阅读氛围影响孩子、家庭，并将书香
带进社区，影响社会。

在海棠晓月社区，社区的孩子们有的用画
笔把旧书柜打扮得五彩缤纷，有的则自己动手

制作个性小书架，并捐出自己的藏书。这样，楼
道、底楼、花园等公共区域都能供小区居民自由
取阅，散步、玩耍都可以阅读。

“有书香的社区，才更有品位。”社区居民纷
纷点赞孩子们的做法。

让美德成为品质
体验代替说教 育心重于育才

镜头：赵伊湄是黄桷垭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去年寒假参加了学校开发的“玩伴游学”课程，
从一副写满各种学习任务的扑克牌中，她抽到
一项任务：坚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打电子游
戏，不碰手机和电脑，每天用阅读、运动、与同学
互动来代替网游和上网。

起初这个任务把她难为坏了，半天不摸手
机就无所适从。在妈妈的鼓励下，她试着发掘
自己的其他兴趣，看书、绘画、旅游，7 天、10 天
……她体验到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妈妈，少
玩手机、电脑游戏，原来可以做这么多有趣的
事。”孩子自己领悟出的道理尤为深刻。

在南岸学校，生动有趣的场景体验已逐渐
代替传统的说教式的德育方式。

解读：“道德可以教吗？怎么教？”两千多年
前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命题，依然有着现实
意义。

“通过生活实践涵养学生品德、丰富学生精

神，让美德成为南岸学生的品质。”今天的南岸，
在幸福教育的追求中找到了自我发展的特色
路径。

德育不是刻板地说教与规约灌输，而是一
种带给人们快乐与幸福体验的愉悦互动。正是
有了这样的共识，创设多样化的主题行动，行动
育德成为了南岸学校的常态。

南坪实验小学推行多年的“责任银行”，将
学生点滴责任行为记录在“存折”里，养成教育
变“活”了；迎龙小学的“小学生必需经历的N项
修炼”，从品质培养、心理疏导等方面丰富孩子
们的成长经历……行动育德润物无声。

以心育人，以梦启人，当美德内化为学生的
品质，生命才会绽放出精彩。

“黄色预警，初二（X）班XX同学，近期情绪
低落，请班主任留意。”“红色警告，初一（X）班
XX同学，厌学情绪严重，心理状态极不稳定，请
老师和家长密切关注”……心理健康状态也能
象天气一样提前预报？这是珊瑚中学近期探索
的学生“心情温度计”。

“心情温度计”是依据学校专职心理健康教
师对学生进行的调查数据，每月发布一次学生
心理健康状态（内部严格保密），对需要关注的
学生提前预警，给班主任工作带来极大便利。

类似的创新让南岸的心理健康教育成为师
生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我们的心理健康课通常有游戏、有绘画、
有讲座，总是在轻松愉悦的对话交流中，让学生
不知不觉释放自己的心灵。”珊瑚中学李廷黎老
师介绍，在珊瑚中学，心理健康课初一、初二年
级每周一次，还有各种主题讲座、活动，涉及人
际交往、青春期教育、亲子关系，与学生生活息
息相关，因此很受学生欢迎。

据了解，为提升师生心理健康水平，南岸率
先在全市创建全国积极心理健康教育实验区，
还成立北师大边玉芳教授心理健康名师工作
室，培养大批教师人才，构建“三段式”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从小培育学生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

心理健康构建学生完整人格，中国梦、民族
梦鼓舞人、激励人。几年来，南岸开展童画中国
梦、童耕中国梦、梦想与团队等10余项系列活
动，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结合文
明城区创建的“手拉手文明礼仪伴成长”系列活
动更是影响60万名家长的文明言行。

多管齐下，让美德美行在南岸师生中真正
落地生根。

何霜 余麗柃 图片由南岸区教委提供

培 养 什 么 样 的
人？怎样培养？一直是
教育发展的根本问题。
核心素养“国家标准”的
横空出世，无疑为当前
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学
生全面个性发展提供了
可资借鉴实施的蓝图。

如何寻找核心素
养在学校发展、学生成
长中落地的力量？南岸
迎难而上，率先在全市
开展具有区域特质的核
心素养“转化”实践探
索，在书香南岸·幸福教
育理念的指引下，以课
程改革为推手，让书香
成为现实，让美德成为
品质，让动手成为习惯，
让艺术滋养生命……初
步形成了核心素养落实
的南岸路径。

探索核心素养的探索核心素养的““ 表达表达””

英语课上学生大方自信展示自我 学生沉浸在益智活动的乐趣中

2017年，对巴南区来说，是一个
开放成果不断涌出之年：前三季度，全
区就引进各类投资项目123个，协议
引资达456亿元。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巴南区共协议引资2616亿元，实
际利用内资达2368亿元、利用外资25
亿美元。

围绕工业与城市抓发展，这是巴
南区重要的发展思路。与此同时，巴
南区围绕发展狠抓招商，并形成招商
引资项目多、投资大和更广阔的对外
开放格局。

产业巨头起舞：
上百亿投资接踵而至

10月12日，巴南区正在建设的重
庆南部新城，又落地一个大项目：华南
城集团再次与巴南签约，投资200亿
元，在重庆公路物流基地建设一座融
居住、商业、医疗、文化、旅游等为一体
的宜商、宜居、宜业的产城融合新城。

近几个月来，一批投资数亿以上
的项目，在巴南区接踵而至。

9月5日，京东集团旗下的京东物
流集团与巴南区签订协议，京东物流重
庆区域总部正式落户巴南公路物流基
地。未来，京东物流将整合各类资源，
利用自身技术、物流体系优势，在全市
范围内设立超过100家经营网点，向全
社会输出京东物流的专业服务。

8月28日，国内快递行业巨头的顺
丰集团与巴南签订项目投资协议，投资
3亿元，在巴南公路物流基地布局西南
地区首个综合型电商产业园项目。

正是这样一批大项目的落地，在
巴南区形成了一股投资热潮。

融入国家战略：
开放平台建设跨步前进

除招商引资项目不断落地外，在
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上，巴南在今年
也迈出了大大一步。

9月20日，装载了200箱共上万
件国际著名奢侈品牌男装“HUGO
BOSS”的东盟公路班车，从越南兴安
省出发，于9月22日抵达南彭公路保
税物流中心（B）型。随后，又于9月28
日通过中欧班列（重庆），运往德国的

梅青根。
“这标志着巴南正式开启亚欧多

式联运国际贸易新通道。”巴南区相关
负责人说。

今年，巴南建成了南彭公路保税
物流中心（B型），并于4月26日正式
封关运行。

目前，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
型）内，已有京东全球购、顺君意、泰科、
国景国际、斯诺公司、鑫任达等项目签
约入驻。与此同时，在对外开放通道的
建设上，重庆东盟班车已常态化运行，
截止目前，已共计发车107车次，总重
2115吨，总货值约6771万元。

这一开放通道实现了与中欧班列
（重庆）的无缝连接，成为重庆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
的一支新生力量。

风景这边独好：
开放吸引力与日俱增

巴南的招商引资成效为啥有这样
好？

今年以来，巴南大力推进“转作风、
树新风、强执行、促发展”主题实践活
动，不仅全面提升了政务服务能力，也
大大提升了招商引资的能力和水平。

“我们弘扬‘转树强促’活动的‘钉
钉子精神’，积极转变招商引资的作
风，创造出了好环境，创新了招商的好
方式，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巴南区相关负责人说。

近几年来，巴南区坚持从软硬环

境上进行优化，在交通、生态等硬环境
得到不断的改善的同时，也不断改善
的改善投资服务软环境，对投资者形
成了吸引力。

在招商方式上，巴南改变了传统
的招商方式，不断创新新的方式。如
创新的“资本+产业”招商模式，就有效
地招来了好的项目。这一招商模式通
过创新引资，解决项目投资资金难
题。如在不少生物医药产业招商中，
就通过设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基金，
解决资金瓶颈，对项目形成了吸引力。

此外，巴南区还创新专业、精准招
商。区里组建19个专业招商小组，围
绕区内的主导产业，实行专业化、精准
化招商。这一招商方式也有效地提高
了招商引资的成效。如今年前9个月
的招商引资中，就围绕平板显示、生物
医药、智能制造等工业主导产业，招进
来28个工业项目，协议投资总额达
171亿元；围绕新兴金融、城市配送及
冷链、研发、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引进
64个现代服务业项目，协议总投资达
135亿元。

在招商引资上，巴南区有招商引
资任务的部门，还以钉钉子的精神，主
动提出了今年要引进150个项目，协
议引资600亿元，实际到位资金350
亿元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从区
领导到相关部门，都主动上门，一个项
目一个项目地扣紧，按进度完成了引
资任务。

吴黎 袁倩
图片由巴南区公路物流基地管委会提供

重庆南彭公路物流保税中心（B型）

渝北文化兴区系列报道——文化繁荣篇①

9月18日，渝北区最大规模的文
化艺术培训——2017年渝北区机关
干部文化艺术培训班开班。80个机
关单位的969名干部报名参加，由于
报名人数众多，组织培训的区文化
委、区文联等单位不得不把最初计划
的9个班增加到了20个班。

在3个月的培训时间里，每周一
到周四晚上6点半至8点半，这些机
关干部都将坐在古诗词、国画、油画、
书法、摄影、声乐、吉他、舞蹈、剪纸等
培训教室里，学习文艺创作和演奏知
识，培训结束时还将进行汇报展演。

“其实，像这样的以培养业余文
艺创作和演出人才的培训在渝北已
坚持了多年。”渝北区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

学习培训提升基层文艺水平

把艺术知识送到基层，让本土的
文艺人才遍渝北，这是渝北区夯实文
化大繁荣所做的基础工作。

生旦净末丑粉墨登场，丝竹管弦
齐声演奏……在渝北区的99所中小
学里，这些戏曲知识随着一批戏剧的
展演普及到中小学生中。

在普及戏曲文艺知识中，渝北由
“政府购买、院团演出、专家授课、学
生受益”的方式，由财政投入，在全区
99所中小学校中开展“戏曲进校园”
活动。

2016 年 11月 10日，渝北两江
小学全体师生齐聚学校操场，一边
看戏，一边听戏曲大师讲解相关的
戏曲知识。戏曲大师们表演了京剧
《贵妃醉酒》、相声小段《逗你玩》、川
剧小品《皮筋滚灯》、戏曲歌曲《说唱
脸谱》等经典曲目。

在为学生表演的同时，戏曲大师
们还走到孩子们中间，让他们近距离
观看“变脸”，还现场收“徒弟”，把学
生请上舞台，教授戏曲动作、讲解戏
曲知识。

“这种将戏曲和相关知识送到中
小学校，不仅在学生中普及了戏曲文
艺知识，还培养了学生对戏曲文化的
兴趣。”渝北区文联相关负责人说。

在渝北，将各种文艺知识普及到

基层群众中，已经作为文化大繁荣的
一项基础工作在抓，并持之以恒。

据了解，今年，在加强各镇街基
层文化队伍和文艺骨干的培训中，渝
北举办全民艺术普及文化干部业务
培训班12期，各镇街将文艺知识的
普及培训深入到村和社区。

与此同时，区文化馆的专业干部
还深入到镇街和社区开展书法讲座、
舞蹈培训等辅导培训。仅今年上半
年，就下基层辅导培训40余次，免费
培训面塑、合唱、声乐、拉丁舞、民族
舞、摄影、书法、美术等10门艺术，累
计培训学员达4000余人。

在把文艺知识普及到基层中，渝
北还对区内的业余文艺工作者进行
培训提升。从去年以来，已通过开展

“诗词的意境与语言”培训会、《巴渝
民俗文化之节庆文化》讲座、“中国
梦、音乐梦”渝北区音乐骨干培训、手
机摄影培训等专题培训讲座25余
场，培训会员300余人次。

同时，通过组织业余文艺工作
者观摩学习文艺创作水平。先后组
织 ，参观学习“江友樵作品展”、“文
脉传薪——2016中国写意学派油画
研究展”，观摹学习上海歌舞团舞剧
《朱鹮》、四川省歌舞剧院舞剧《家》、
中央民族大学舞剧《仓央嘉措》，“名
家讲堂”名作赏析潘志涛讲座、《朱
鹮》艺术讲座及主创见面会，《杜甫》
创作团队专题讲座等20余场。

大力扶持培养大批文艺人才

文艺知识的普及和培训，已为渝
北的文化大繁荣夯实了人才基础。

在渝北，区文联每年都编辑出版
一本《渝北区优秀文艺作品选》。在
前不久出版的这一期中，收录了渝北
各文艺家协会会员、诗书画影爱好者
的60余篇作品。

这些涵盖文学，书法、美术、摄影
作品，音乐、舞蹈、戏曲作品三个大类
的优秀作品，都是出自渝北本土文艺
创作人才之手。

目前，渝北已经培养出本土的创
作、展演等各类文艺人才数以千计，
并组建起文学、摄影、美术、书法等各

门类文艺创作队伍10支，区级各文
艺协会的会员有上千人。其中有国
家级、市级作家、艺术家协会会员
118人。

除创作人才外，渝北还培养起一
大批活跃在基层，由群众自编自演为
主的群众文艺演出队伍。目前，基层
文艺演出队伍不仅每个镇街有，甚至
已普及到了社区和大多数的村。

对遍布城乡的创演人才，渝北区
也从政策和资金上进行扶持。

以文艺创作为例，渝北区不仅为
一些创作人才提供相关的创作条件，
还从创作经费上给予扶持。渝北出
台了相关的文艺作品创作奖励政策，
对获得不同级别奖的文艺作品分别
给予不同的奖励。对一些重点创作
作品，如有望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
作品，从创作开始就进行扶持。

在人才的培养上，渝北还为基层
培养出一批表演人才。

为了筹备参加区里举办的活动，
龙塔街道紫园路社区工作者正在排
练小品《找回笑声》。与一般业余文
艺表演者在表演中通常表露的紧张
生涩不同，紫园路社区的这次小品表
演，无论台词技巧还是表情动作，处
处都透着“专业”二字。

“我们能走上舞台表演节目，全
是杨姐的功劳。”紫园路社区负责人
李国茜口中的“杨姐”叫杨治碧，是龙
塔街道文化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她
对戏剧小品的编导、表演有丰富的专
业知识，这个小品就是由她指导排练
的。

在此之前，紫园路社区的文艺爱
好者从未排练过小品，“坝坝舞、健身
操”几乎涵盖了他们所有的文化生
活。

“通过这次排练小品，也为我们
培养出了一批小品表演人才。”李国
茜说，目前社区推出的节目在剧本打
磨、节目编排方面都有了很大提升。

“正是这种对人才和作品的扶
持，既培养出了一大批创演人才，又
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渝北区委宣
传部相关负责人说。

王彩艳

巴南 大开放引来投资大项目
艺术普及到基层 创演人才遍城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