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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掩映下的大足区乡村旅游景区“棠香人家”。 记者 齐岚森 摄

大足 乡村旅游的两个新亮点
本报记者 王濛昀

本报讯 （记者 王濛昀）近日，重庆日报记者来
到了大足高新区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偌
大的车间里，工人并不多，许多智能生产手段已代替
人工。近年来，大足区以传统、重点产业的快速成长
为基础，依靠位居成渝两地之间的区位优势，引进一
批高效能、高智能产业，一步步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多
产业融合发展。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原是一家1871年成立于德
国的老牌电梯公司。目前，已由国内企业收购，是一
家从事电梯、立体车库设备、智能停车系统等研发制
造的公司。2016年该公司西南产区及其研发中心落
户大足区，目前共拥有西南、华南、华东3大产区。

“施密特的入驻，在大足区并不是特例。”大足区
委书记章勇武表示，长久以来，大足区致力于打造汽
车、小五金等工业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大足高新
区的建成，高效能、高智能产业的不断入驻，为大足区
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一切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得到提高。”章勇武表示，大足立足百姓需
求，走文旅融合、城乡融合、产城融合等多方面融合发
展之路。

据了解，2017年，大足区接待海内外旅游者1766
万人次，同比增长17.7%；实现旅游总收入70亿元，同
比增长40.7%。今年一季度，全区引进投资5000万元
以上项目16个，协议资金74.5亿元。

引入智能产业
增添经济发展新活力

重庆枫叶学子为何备受世界名校青睐？
188名高三学生收到近千份名校录取通知书

实施个性化教学
让学生成长“如鱼得水”

“是枫叶让我能够充分发挥所长，梦想成
真。”说这句的是刘伊莎，一位曾经中考联招线
都不过的姑娘，如今却斩获了世界top7的伦敦
大学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曾经的刘伊莎数学很弱，但历史是强项，然
而父母要求她每门成绩都要好。她回忆：“我每
天都是为了学习而学习，根本没有时间去钻研
我喜欢的课程，没有乐趣可言。”

多方考量下，她来到重庆枫叶国际学校，顿
时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原来，老师根据她
的特征、性格、以及将来申请大学的规划来帮助
她选课，帮助她挑选出她最擅长并感兴趣的科
目，允许她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历史、社会学、国
际关系，同时加强基础学科的辅导。

“枫叶的体验式学习让学生明白自己是为
什么学习，重视学生的学习感受。最大限度发
挥每个学生的潜能，让学生真正去享受获得知
识、运用知识的过程。”刘伊莎说。

枫叶打造的精英教育旨在使每一个学生获
得成功，使更多学生进入世界排名更好的大
学。因此，枫叶办学体制上，从一开始就避免了

走高考独木桥的束缚，以水平认证取代应试教
育，以直接申报国外大学的方式取代一张考卷
定终身的弊端，为学生打造了一个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学校认可学生的各种特长，认可多元智
能。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各种特长都有
选修课程对接，每科选修学分都能用于申请大
学。枫叶学分全球认可，实现了与国外大学的
畅通对接。

此外，学校搭建了畅通的留学对接平台，每
年11月份枫叶独家举办国际教育博览会，70余
所世界名校前来枫叶抢人才，学校成立留学服
务中心，一对一辅导，为学生提供全程的留学
服务。

深耕国际教育多年，重庆枫叶本届毕业生
188人，总计获得792份来自世界各国的预录取
通知书，其中超过60%的录取通知书来自枫叶
百强名校，共计获得奖学金逾人民币98万元。

课程融会中西
深度开发学生潜能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教育国际化势
不可挡。当家长们在为孩子谋划搭上国际教育

快车，让孩子不出国门就享受到地道的国际教
育时，他们很自然地就将眼光放到重庆枫叶国
际学校。

“在枫叶，我有一种家的感觉。”这是有着外
国生活学习经历的蔡明君来到枫叶的第一感
受。其实，和蔡明君一样，吸引众多学生就读重
要一点是学校融会中西的枫叶课程体系。

枫叶在实践中构建了“三个结合、两项认
证、一个对接”的教育模式，即中西教育思想的
结合、中加课程和教学资源的结合，两项认证指
中英双语和中加双学历的认证体系。一个对接
指枫叶实现了与国外高等教育的全面对接。

枫叶是加拿大BC省认可的第一所海外课
程学校，也是系统地引进加拿大BC省高中课程
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相结合的第一所国际学
校。枫叶高中开设了中加两国课程，中英双语
教学，为学生打好根基。

中西融合的课程体系让学生成为最大受益
者，蔡明君说：“学校课程更多的是激发学生自
主思考、主动探究、团队合作等能力。”一次，学
校布置了一道在校园卖什么商品最有市场的作
业。几个人小组合作，交流碰撞，利用经济学分
析，数学调查结构，微积分分析，以及心理学等
知识，最终设计的方案在全校获得最高分。

除了课程体系，评价体系也极大促进学生
成长。拿到了帝国理工学院（ICL）化学工程专
业本硕连读录取书的王宇佳说，学校更关注学
生平时课堂、作业表现，小考成绩平均占70%，
期末考试占30%，采取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综
合性评价。

“一次考试不足不会对最后成绩有特别大
的影响。只要我好好复习，我就能够轻装上阵，
稳定发挥。获得一个好的学习成果就是一个自
然而然的过程。”王宇佳说。

中西融会的课程体系，三维评价标准，使学
生潜能得到全面开发，同时也使学生在学习西
方先进学科知识与方法的同时，保留了本国民
族优秀文化和价值观，为未来成才奠定坚实
基础。

搭建素质提升平台
孕育国际化精英人才

思维活跃、成竹在胸、谈吐挥洒，是陈嘉豪
初次给人留下的印象。这个从陕西来到枫叶求
学，又在枫叶成长、圆梦的男孩，先后收到了来

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香港
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录取通知书。

“敢于尝试，敢于迈出第一步，是我认为最
重要的。”陈嘉豪说，枫叶为学生成长成才搭建
了广阔的舞台。回想起在枫叶校园策展TEDx
活动的，他起初觉得自己肯定没有能力办成这
件复杂的事情，结果。学校校长鼓励他们大胆
放手去做，枫叶教育集团董事长任书良博士收
到他们的演讲邀请时，欣然赴约……最终，活动
反响比预期的还要好。

创新、自信、独立、专注是西方高等院校对
人才的核心要求，枫叶一直在践行中西方理念
下的素质教育模式，侧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学术水平，并开展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培
养新时代的国际化的精英人。

杨婕在校期间，担任高中部学生会主席，多
次组织过学校万圣节晚会、各种大小party，参
加过众多商赛、街舞、速滑、游泳比赛，她还多次
带领着学生会的同学参加了成都市的关爱孤独
症儿童、永川区的留守儿童等各类社会公益性
活动。

丰富的实践经历让她，最终收到加拿大顶
尖商学院毅伟Ivey商学院（西安大略大学），多
伦多大学和阿尔伯塔大学等多所大学的offer。

“良好的学习能力，独立思考的精神，出色
的社会实践经历，优秀的领袖气质……”这些素
质正是世界名校所青睐的素质，也正是重庆枫
叶国际学校给学子的独特青春烙印。让他们带
着着自信走向世界舞台，努力成长为未来的政
治家、科学家、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

学校地址
重庆市永川区学府大道枫叶路777号

联系电话
023 49507000/49507333

何霜 姚兰 胡忠英 图片由枫叶国际学校提供

枫叶高三学子开启人生新旅程

怀揣科技梦的陈嘉
豪收到来自加拿大麦吉尔
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
录取通知书；曾经考试落
后的刘伊莎一举斩获世界
top7的伦敦大学学院的录
取通知书；街舞、游泳、速
度轮滑样样在行的杨婕成
为北美顶尖商学院 PASS
卡获得者……喜悦、兴奋、
憧憬，成为重庆枫叶国际
学校毕业季的主旋律。

数据显示，今年枫叶
学校的毕业生中，各高中
本届毕业生共2146人，截
至6月5日，共收到国内外
大学录取通知书7299份；
奖学金678.9万元人民币；
枫叶百强榜大学录取率超
过 60%。有 99 名毕业生
被英国帝国理工、伦敦大
学学院等全球 10 强大学
录取。部分国际学生被清
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知名学
府录取。20 届毕业生 1.4
万余人从枫叶走向世界，
遍布在全球 30 个国家和
地区及全球672所高校毕
业或在读。

枫叶再次交出了一
份让学生、家长、社会满意
的教育答卷。为什么枫叶
的学生能获得如此多世界
知名院校的青睐？走进枫
叶，我们一探究竟。

近年来，大足区以大足石刻景区的丰富旅
游资源为依托，积极发展全域旅游、乡村旅游，
旅游发展亮点频出。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大足区采访发现，
大足区在传承千年石刻文化的同时，着力打好

“乡村”牌，把发展旅游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打造了

“棠香人家”和“老家·观音岩”乡村旅游精品项
目，推动乡村旅游、休闲农业蓬勃发展，让自然
资本“升了值”。

“棠香人家”让乡村旅游“火”起来

“棠香人家”乡村旅游项目位于大足石
刻北山景区脚下，主要辐射惜字阁村、太平
村的14个村民小组。“这里从前就是普通农
村的样子。虽还算整洁，但离一个乡村旅游
景点还有差距。”棠香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川
介绍，2016年，棠香街道启动了对该区域的
综合环境整治，整治院落192户，改厕、改厨、
改圈舍，统一改造房屋外立面。打造景观广
场5个，观景台1处，旅游公厕4处。不仅如
此，还推进了污水处理站、旅游公路、人行便
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设立顾问团鼓励村民实
行家庭自治、院落自治，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和
共建责任意识。如今，惜字阁村、和平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

“棠香人家”项目对于32岁的江捷恒来
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江捷恒是农家乐“江家大院”的老板。几
年前，他是周围小有名气的包工头，在璧山承
包建筑工程，2年便攒下了近百万元的存款。
2016年，江捷恒回老家过年，看着屋前的泥巴
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路，门前的小河沟里也种
上了睡莲，房屋周围原本堆垃圾的地方变成了
亭台楼阁。“惜字阁村地处大足石刻北山景区
脚下，如今村里的居住环境得到如此大的改
善，别的地方乡村旅游发展得如火如荼，我们
是不是也迎来了机会？”江捷恒看着眼前“变
样”的家乡，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老婆刚生了
小孩，家里还有父母需要照顾，如果能在家里
发展一份产业，那是最好的事。”江捷恒说。

于是，他拉来7户村民入股，将自家老屋
重新粉刷修缮，建起了“江家大院”。两年来，

随着“棠香人家”景区设施逐渐完善，“江家大
院”的生意日渐红火。旅游旺季时，每天可接
待三四十桌客人。去年，江捷恒经营农家乐的
纯收入达到了80万元。“我打算明年再流转些
土地，修几幢小木屋，拓展一下业务范围。”江
捷恒告诉记者，因为周边环境好，离大足石刻
又近，很多来吃饭的顾客都会询问住宿。

“江家大院”的红火在“棠香人家”并不是
个例。目前，“棠香人家”已有星级农家乐5
家，普通农家乐13家。“现在我们已经建设了

150亩海棠园、农产品交易体验中心等景点。”
陈川表示，等到850亩脆李、3000株蜜柚挂果
后，采摘体验可使“棠香人家”的旅游形式更
加丰富。

“老家·观音岩”建特色田园综合体

大足区龙岗街道打造的“老家·观音岩”田
园综合体抓住“老家”情怀，依托原有的千年古
驿道、千年写字崖、千年桃李园、千年宝林寺、千

年李树林等“五个千年”旅游资源，及果园、菜
园、田园和农家院的农耕文化元素，打造集观
赏、休闲、体验、创新创造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老家·观音岩”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
岩村，距大足城区5公里，规划面积10平方公
里，其中观音岩村辖20个村民小组，农户1127
户4238人。景区共规划建设接待服务中心、
农业观光区、农耕体验区、老家风情区、乡野文
化区等功能板块。目前，该景区核心景区“五
个千年”及3600亩果树基地灌溉工程已建设

完成。长约8公里的彩色旅游公路、民俗民居
改造、古驿道修复等工程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
中。预计到2020年，该景区所有配套设施及
功能板块可完工。

“我们的定位是‘离城最近，风味最远’的
田园综合体。”龙岗街道办事处主任龙东阁介
绍，“老家·观音岩”的建设是以原有的村落为
主体，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地造景、改造，力求
不破坏乡村原有的风貌，不破坏原住民的生活
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