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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7月2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北碚
区旅游发展大会上获悉，该区
将坚持以全域旅游为方向，打
好“生态、滨江、人文、温泉、乡
村”五张牌，加快建设“高颜值、
微度假”都市休闲度假旅游目
的地，力争2020年实现旅游业
占GDP比重8%。

北碚集“青山、秀水、奇峡、
美泉、名城”于一体，缙云山、嘉
陵江、北温泉等资源不可复制，
巴渝文化、乡建文化、抗战文
化、红色文化等在此交融发
展。为将资源优势充分转化为
竞争力，北碚坚持全区旅游发
展“一张图”，编制出台了《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全力打造“高
颜值、微度假”都市休闲度假目
的地。

北碚区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北碚将保护好、利用好当
地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顺应
颜值经济、度假经济发展趋
势，全力打造绿色生态游、人

文历史游、温泉康养游、乡村
体验游等产业发展新亮点，形
成一带（城市滨江休闲带）、两
区（缙云山温泉度假区、金刀
峡生态度假区）、四板块（西山
创意农业板块、东山乡村旅居
板块、都市田园休闲板块、东
阳田园客厅板块）的全域旅游
格局。力争到 2020年，建成
市级旅游度假区1个，启动创
建5A级景区2个，新增4A级
旅游景区2个。

为补齐旅游发展短板，北
碚区还将继续优化旅游配套
服务，让游客享受“快旅慢
游”。着眼“快旅”，该区将快
速推进对外联系通道建设，完
善区内交通网络和旅游环线，
努力实现“城景通”“景景
通”。着眼“慢游”，推进城乡
公共休憩区、景区人行绿道和
观景平台建设，完善步道、加
气站、维修点、充电桩等配套
设施，让游客进得快、留得下、
玩得好。

北碚发展“快旅慢游”
让游客进得快、留得下、玩得好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永
芹）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7 月
3 日透露，轨道交通一号线杨
公桥站 4号出入口近日正式
开通。

一号线杨公桥站为地下岛
式车站，位于杨公桥立交桥附

近，车站共设置4个出入口通
道：1、2、3、4号出入口。其中
1、3号出入口分别连接龙凤云
州小区及杨公桥立交桥，2号
口连接杨梨路（暂未修建），4
号出入口通往六十八中学、八
中、华宇星领地小区。

轨道交通一号线
杨公桥站4号出入口开通

本报讯 （记者 张莎）近
日，重庆迪邦皮肤病医院向重
庆市慈善总会捐赠百万元，设
立“重庆市慈善总会·迪邦白癜
风专项基金”。

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目前
有2000多万白癜风病人，每年
以1.5万的速度在递增，这些病

人中65.8%未得到正规治疗，近
58%面临白斑扩散的折磨。

据了解，这支白癜风专项
基金首期援助金额100万元，
将援助我市300名患者，符合
条件的贫困患者都可以申请获
得相应的公益援助资金。援助
专线：023-86998699。

市慈善总会设立
百万元白癜风专项基金

首期援助300名白癜风患者

在沙坪坝区有这样一所学校，校园里没有一个垃圾桶，却干净清爽见
不到一片纸屑；学生排队出行、就餐井然有序，就连在操场运动的同学也会
避免喧哗。学校偏居一隅，面积不大，却在新时代连续几年描绘出一幅幅

“低进高出，金榜题名”的教育图景……
这是重庆市第三十二中学，一所安静务实，用真教育培育真人的学校。

“一所好的学校，绝不能让学生成为分数的工具，应该重视对人心灵的
滋养，尊重人发展固有的规律，让每一个学生成为真正的大写的人。”和教育
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校长李龙均说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人？三十二中期望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李龙均有
一套自己的教育哲学，他引领三十二中人以“潜心读书，个性发展，助人自
助，追求卓越”办学理念为支撑，以“下深水，讲真话，求实教”学校精神为依
托，深耕教育梦想静待梦想花开。

抓学生行为习惯，学校围绕“安静、秩序、礼仪”，做出大文章。每逢新
生入学的第一学期，校党委一班人和值班中干老师几乎天天巡视在校门口、
宿舍门口、教室走廊，规范纠正学生衣着、仪表行为。学校致力于书香校园，
设置了时文阅览室和经典阅览室，每周开设有两节课让学生阅读，用书香滋
润每个生命。因此，三十二中学子不仅内心宁静淡泊，静得下心阅读，而且
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任何时候都彬彬有礼，富有教养和生活情趣。

育学生精神气质，学校实行学生自助管理，制定《学校自助发展方略》
《教师手册》《学生自助管理手册》等，从教学管理、环境卫生、安全纪律等方
面进行引导，让学生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学校的主人，让学生真正“立起
来”，从中积淀出敢于质疑、勇于担当、善于合作、乐于交流、助人自助等
品质。

促师生携手共进。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和领路人，三十二中以“敬业、
责任、奉献”为宗旨，用“开放、激情、优雅”为教师引路，培育出一支高水平教
师队伍。其中有颇具影响力的白明富老师，激情四射的魏春老师，教学效果
突出的鄢佳慧老师，兢兢业业奉献教育的何梅老师，深受学生喜欢的刘纯
安、张静、张元彬老师等，他们凝心聚力，立足教育净土，引领学生发展。

“做真教育，真做教育”需要具有尊重教育规律的定力，需要具有坚持
教育本真的勇气，还需要课堂改革的智慧。三十二中深化课改，一方面提供
多样性的结构化课程，突出“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价值导向；一方面在课堂
上给予学生足够的自主、探究的思维空间和能力，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学校一直致力于课堂教学的延伸，为学生开辟一条再发展、再深造的
路。作为沙坪坝区第一批艺术及体育课改实验学校，学校在高一、高二年级
采取“志愿+调配”的方法，开设音乐、体育选修课，深厚的积淀不仅让他们
在国际国内活动中凭借较高艺术素养取得佳绩，而且助力一大批学生进入
重点艺术本科院校继续深造。

酒香不怕巷子深。三十二中的办学理念、办学措施、办学实绩引起了
社会各界关注与好评。今年该校又创造了新的突破。面对高考成绩，李龙
均说：“学校应该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办学目的，让每个生命都站起来，
学生的升学只是学校教育的附带产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如今的三十二
中教育人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满怀信心守护新一批学生起航。

在教委的大力支持下，新校区投入使用，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读到好
学校。学校有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等运动场地，配备完善的化学实验
室、科技教室等功能室，可同时容纳1500人就餐的食堂……新建的三十二
中初中校区令人瞩目，现代化的楼宇高高耸立，教育教学设施先进一流，优
美的环境清新怡人。

镜头1

加快新校区建设
打造一流学习环境

“敬业、责任、奉献”是三十二中教师的宗旨，开放、激情、优雅是三十二
中教师的特质。他们深耕教育，屡结硕果。学校近5年已结题和在研的市
区级课题共有25个，获得的市级课题二等奖1个、区级课题二等奖2个、区
级课题三等奖4个。

镜头2

优雅与激情点亮人生
深耕教育屡结硕果

为发展学生个性、发现学生价值，三十二中开辟了体育、艺术、美术类
三大主题几十项社团活动。学生手工社团获得沙坪坝区社团展示特等奖，
街舞社团表演获得沙坪坝区一等奖，国际跳棋社团先后获得世界冠军 1
名、亚军5名、季军3名。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美术、体育、健美操等专业考
试被重点大学录取。

镜头3

发掘潜能促成长
个性化成才路子宽

不久前，三十二中举行“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基地”授牌仪式。该
基地成立后，双方将实行合作办学，在小语种课程设置、教师交流与培训、
外语教学等方面加强互动合作，打造国际教育优质品牌。

镜头4

胸怀世界强化合作
开拓国际教育优质品牌

陈明鑫 胡忠英 图片由三十二中提供

重庆市第三十二中学践行“真”教育培养完整人格的学生

助人自助 让学生“立起来”

从万州城区出发，到弹子镇的60余公
里山路，重庆日报记者一行足足跋涉了两
个半小时。其实，31岁的陈孟杰完全没必
要回到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2009年
从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后，他已经在位于德
阳的一家央企上班，月薪上万元。

“家乡的贫困呼唤我回家。”6月21日，
陈孟杰向重庆日报记者袒露心迹，自己是
学农业的，父母也大力支持，所以他就回来
带动村民们一起脱贫致富。

一片“池海湿地”

从航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在万州、梁
平、开州、四川开江县交界处，巍巍青山间
一汪绿水仰卧山野，那是长池水库。在水
库周围散布了500来个大小不一、形状各
异的池子，这便是陈孟杰的池海。

但3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
时，万州城区到弹子镇新袁村几乎不通车，
当地村民到万州城办事，得绕道梁平或开
州。另一方面，全村有2000多人外出打
工，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小孩，仅有
700人。“真的成了死角。”陈孟杰说。

2015年，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时，
新袁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5200元，全村
建卡贫困户有89户295人，村里的党员干
部非常希望能有人带动大家脱贫增收。

“如果只图赚钱，肯定不愿回来。”当
时，陈孟杰已经在德阳有稳定的工作，即便
回到万州也可以在父亲的公司上班。但在
新袁村，陈孟杰父子俩最有条件成为脱贫致
富带头人——一个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人，
有专业技术；一个开办了公司，有经济实
力。陈孟杰说，“是老家的贫穷唤回了我。”

回到新袁村，有人建议陈孟杰利用长
池水库养鱼，但他拒绝了。长池水库水域
面积近600亩，周边几乎无污染源，是临近
几个镇的饮用水源。陈孟杰决定，首先要
保护长池水库水质不遭破坏，再依托其山
水资源另行开挖500口水池，用来进行生
态养鱼，从而形成有规模的“池海湿地”。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口口水池没有统
一的大小和形状，基本按照原来梯田的形
状开挖而成。陈孟杰说，要尽最大可能维
持原有的地形地貌，保证原来的生态不被
破坏。

现在，500口水池与长池水库毗邻而

居，成了弹子镇一道特有的景观，陈孟杰准
备将其升级建造成为“池海湿地公园”。

一张“村规民约”

在陈孟杰公司的墙上，张贴着一张《万
州区弹子镇新袁村村规民约》。这是陈孟
杰与新袁村村支两委一起，与村民商量后
制定出来的，围绕保护生态环境，在造林绿
化、公共卫生、水资源保护、农药使用等方
面，都做了详细规定。

陈孟杰告诉记者，新袁村有长池水库
的湖光山色，最大的资源就是生态环境。
但回村一年多来，他常常见到村民乱扔垃
圾、随意排放、堆码无序，庭前院后存在脏
乱差现象。

陈孟杰说，这些行为看上去是村容村
貌的问题，实质还是乡风文明问题。他认
为，要打造“池海湿地公园”，绝不只是道路
水池、亭台楼阁等硬件设施的打造，更重要
的是景区居民的文明素质提升，要从保护
生态环境做起，“所以，我牵头做了这个村
规民约。”

这份村规民约制定得很细，特别是针
对景区，要求村民爱护景区财物，保护野生
动植物，不能损坏景区古今建筑、雕塑及园
林景观；禁止偷鱼、毒鱼、电鱼；严禁在景区

内野炊、随意丢弃烟头、燃放烟花爆竹；不
能乱砍乱伐，特别是故意破坏珍奇植物和
砍伐名木古树；生产、生活污水应经生化或
沼气池处理后集中排放，保护好水资源，提
倡清水养鱼，严禁向水库和池塘内施撒化
肥或其他有机物质；讲科学、重健康，提倡
种植环保农作物，做到无污染、无公害。

“生产生活有了规范，村容村貌发生了
变化，乡风也变得文明起来。”新袁村党支
部书记称，陈孟杰返乡，不仅带回了资金、
技术，还改变了村民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现在，白鷺、野鸭、苍鹭，野鸡、鸬鹚等
鸟儿回来了，长池水库里的野生鯽鱼、鲤
鱼、麻花鱼、乌龟等也多起来。

一条乡村旅游路

在新袁村，陈孟杰流转了近1000亩土
地，除了在水上做文章，建造“池海湿地公
园”，他还建起了300亩果园，栽植了枇杷、桃
子、柚子、柑橘、杨梅、无花果等10余种果树。

现在，长期在果园干活的村民有50多
人，男工每天60元工资、女工每天50元。
每年，陈孟杰支付农民工资有150多万元。

“带动性还不是很大。”陈孟杰坦言，景
区还没有建好，果树也没有投产，当地村民
的收入还是不高。

今年，陈孟杰将桃园的劳动力全部承
包给村民，桃子销售利润的40%归承包村
民，这样既提高了劳动效率，又增加了村民
收入。

与此同时，陈孟杰还在万州引进一蔬
菜老板，提供种子、农资，让村民在他果园
里套种蔬菜，蔬菜老板负责收购销售。

今年上半年，村民李秀龙抱着试一试
的心态，种植了5亩莴笋，卖了500元钱，接
下来，他还打算扩大种植面积。

“景区建起来了就好了。”陈孟杰说，虽
然池海湿地地处万州、梁平、开州、开江交
界处，过去是“死角”，但随着农村公路网络
的不断完善，特别是未来万州到达州的直
线高速公路建成后，这里就成了四个区县
的中心点，到这几个区城区的直接距离都
在35-50公里范围，发展乡村旅游正当时。

目前，陈孟杰与父亲已在“池海湿地”
投资了1000多万元，建起了景观池塘、家
庭民宿、生态水果园、望月楼等，现在正建
设游客接待中心。

现在，“池海湿地”被万州区科协列为区
科普教育基地，新袁村也被重庆市列为首批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村。未来，父子俩计划投
资上亿元，将“池海湿地”打造成国家级4A
景区，带领乡亲们走上乡村旅游的小康路。

陈孟杰与他的“池海湿地”
——一个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的返乡创业路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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