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读三益”让书香滋养每个生命

阅之美
建设书香怡人的校园环境

木色书架，绿萝掩映，拿一本书倚廊而坐，
人景一画，心静如水。这就是南岸区茶园新城
中学的开放式阅读大厅。教学楼走廊中书画满
眼，校园文化柱上诗文盈篇，班级图书角书香四
溢。在这里，听不到喧嚣，看不到追逐，有的只
是学生醉心阅读的身影。

南岸区茶园新城中学秉承“三益书院”文化
传统，提出了“读书读人读生活 益己益人益天
下”的办学理念，把“阅读”作为学校特色，大力
推进“阅读”活动。

对此，校长徐恩明强调：“我们要求学生不
仅读书本知识，更要读生活万象，以此实现自我
价值，最终达到兼济天下，为国家、为人民服务
的境界。”

南岸区茶园新城中学坚持创设书香校园，
为学生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进而使学生养成
良好的阅读习惯。徐恩明强调：“开展阅读或许
没有量化的指标来证明成效，但是只要坚持阅
读规律，孩子们的这些问题将会得到改善，生命
质量得到提高。”

苏霍姆林斯基把大量的图书陈列在教室的

走廊上，让孩子伸手可及。茶园新城中学也积
极效仿、因地制宜，张贴、悬挂名人像，开放图书
馆、电子阅览室，建立“云”阅读数字课程，建设

“网络阅读”网站和手机APP阅读，为学子提供
一站式阅读学习环境。

茶园新城中学的校园让学生们深切感受
到，阅读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重要且自然。

阅之获
打造没有围墙的“阅读世界”

在南岸区茶园新城中学，阅读不仅仅存在
于语文学科，其余各个学科都努力在课堂上教
给学生本学科或与之相关知识的阅读方法与技
巧，打造没有围墙的“阅读世界”。

读书读人读生活，在地理老师王悠然的课
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将地理知识与生活
联系，她还经常为学生提供拓展阅读书目，例如
在讲解到《世界的人种》的时候，她就推荐房龙
的《人类的故事》，让学生了解人类的发展，扩大
学生视野，激发阅读兴趣。

“阅读是教育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阅读本
身就是教育。”学校教科室主任杨万霞说，为了
更好地实现“三读三益”的办学理念，学校推进

了以阅读为核心的“三益课程体系”，开发了“三
益阅读课程”，并进行了模块构建，形成学校语
言文学课程，自然与生活课程，艺术与创造课
程，身心健康课程。英语学科的书写比赛、政治
学科的主题演讲、历史学科的“老照片背后的故
事”等，已逐步形成学校特色阅读课程。

阅读课程的实施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学校
采取核心阅读、辅助阅读、拓展阅读、活动阅读
等四种方式，通过阅读方法指导、课前三分钟个
性训练、学科延伸阅读、师生阅读展示系列活动
等来实现。

语文老师张肖云发挥专业优势，开设了《古
典文学欣赏》这门课，课堂上学生可以聆听正乐
雅音、可以唱诵经典歌诗、可以畅谈文人情怀、
可以走进古人生活，可以写一写信笺、可以做一
做发簪……这样的课程让学生身心愉悦、让阅
读与兴趣碰撞、让阅读与生活邂逅。

易蓓蓓老师把课前3分钟阅读活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学生畅谈阅读感悟，分享名人锦句，
为了取得好的效果，有不少学生还配以ppt、音
乐，让短短的三分钟异常充实。陈佳同学说：

“我们都特别喜欢课前三分钟这个环节，每个人
都可以将自己的读书感悟和大家分享，让我们
能够开拓眼界，增加了积累。”

茶园新城中学通过课程建设和学科渗透，
让孩子们开拓了视野，关注生活，让他们真正感
受到阅读的无处不在。

阅之乐
激活全民阅读让书香四溢

南岸区茶园新城中学的读书节活动俨然就
是学生们的“集体狂欢”。

七年级的张莉同学在英语书写比赛现场，
严格按照七年级英语新课标预备篇上的字母手
写体规范书写；八年级的李彤同学在“向校园欺
凌说不”主题读书活动中，结合案例深入剖析，
教会大家面临危险如何保护自己；而王志同学
则找到一些反映重庆历史的老照片，绘声绘色
地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整整一个星期，
人人全情投入。

“首届读书节活动反响热烈，效果显著。”
2017年，学校将第二届读书节时间延长为“三益
阅读”活动月，师生家长共同上演“大阅读”，浓
郁的书香气息弥漫了整个校园。

老师和学生一起阅读书籍，在阅读的同时
通过写作来表达阅读的感受、理解与收获，教师
写教育随笔，学生写读书笔记，通过文字进行心
与心的交流，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此外学校的
阅读活动不仅引领师生多读书、读好书，养成良
好的读书习惯，也以点带面、整体推进，辐射和
带动了书香家庭乃至书香社会的构建。学校开
展亲子阅读、阅读沙龙等活动。不少家长在亲
子阅读中，更深地领悟了理解、尊重、宽容，成为
学生的指导者、领路人、好朋友。有位家长在跟
老师交流时说到自己把《骆驼祥子》读了数遍
后，深有感触，于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向孩子讲
述人生艰难，要通过奋斗去创造更好的生活。
家长们感触说：“以前只关心孩子钱够不够花，
成绩怎么样。现在通过读书，和孩子有了情感
交流，亲子关系更近了，也能更好地相互理解
了。”

在南岸区茶园新城中学，阅读不仅是一场
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的活动，更营造了亲子、师
生和生生相互感染的氛围，一场教育变革正悄
然兴起。“用文化立心，用阅读立命“是南岸区茶
园新城中学师生的共同梦想和不懈追求。读书
种子已生根发芽，缕缕书香正弥散开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
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
更 深 沉 、更 持 久 的 力
量。”“要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

阅读，毋庸置疑，
是通向文化自信的一道
坚实桥梁。

自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提出全民阅读后，
我国自上而下地大力推
进，使之成为重要的国
家战略。南岸区茶园新
城中学秉持全民阅读的
指导思想，以学生终身
发展为本位，提出“读书
读人读生活，益人益己
益天下”的办学理念，真
正 让 书 香 滋 养 每 个
生命。

孩子们手捧书籍沉浸在书香里

学校亲子阅读活动

南岸区茶园新城中学

何霜 胡忠英 图片由茶园新城中学提供

序号

X18038

X18039

X18040

X18041

土地位置

巴南区李家沱李九路南侧宗
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M
分区M33号地块

北碚区东阳街道磨心坡村焦
家沟社、佛尔岩社、石杠社地

块

巴南区界石组团T17-1/03
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商业、金融
业、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公
共设施、商业
金融业、文化
娱乐用地

商业

商业、商务、
二类居住用

地

现用途

商业、金融
业、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公
共设施、商业
金融业、文化
娱乐用地

商业

商业、商务、
二类居住用

地

土地面积（㎡）

原面积

11828

75576

273

21076

现面积

11828

75576

273

21076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18811

239791

275

59012

现规模

25939.23

301322.43

275

76295.82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规模（㎡）

原规模

18811

239791

275

59012

现规模

18626.8

239791

275

59228.21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0

8

6

1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曦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源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市碚城建设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重庆新界点置业有限公
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
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7312.43平方米
（车库6937.8平方米、设备用房374.63平方米），不计征地价
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部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
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61531.43 平方米（其中车库 60010.46 平方米、设备用房
1315.26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该项目为经济适用房项目，已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
请将该项目中计容商业275平方米分摊的273平方米土地的
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增加216.21
平方米，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
17067.61 平方米（其中车库 15835.91 平方米、设备用房
1231.7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X18042

X18043

X18044

X18045

X18046

X18047

北碚组团G标准分区G9-4/
02、G9-5/02号宗地

大渡口区大渡口组团E分区
E45-1-1/04号宗地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N分区
NF1-9/04号宗地

九龙坡区谢家湾文化七村宗
地

沙坪坝组团B分区B11-2-
2/03号地块

沙坪坝工人村16号片区危
改项目地块

住宅

商业金融业、
二类居住用

地

二类居住用
地兼容商业
商务用地

商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
地

商业、住宅

住宅

商业金融业、
二类居住用

地

二类居住用
地兼容商业
商务用地

商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
地

商业、住宅

8918

51983

20852

2732.8

7738

14571

8918

51983

20852

2738.7

7738

14529

25328.49

274736.29

57666

11248.01

30952

73765

25328.49

274226.42

76558.14

11259.71

40962.29

100602.08

25328.49

208461.11

57666

10070.3

30952

73765

25328.49

208848.61

57666

10082

30952

87055.84

287

0

0

2

0

36

重庆旺德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重庆房地
产有限公司

重庆财信蟠龙置业有限
公司

盾安重庆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碧桂园碧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汇东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
区明居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

该项目为危旧改安置房项目，已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
申请将该项目中计容住宅25328.49平方米分摊的8918平方
米土地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该项目已竣工验收，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筑面积增加387.5
平方米，并涉及部分用途转换；不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
部分用途转换，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
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明确不计容规模18892.14平方米
（车库17240平方米、设备用房1572.44平方米、架空层79.7平
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根据《关于盾安重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谢家湾文化七村地
块零星土地使用权整合的复函》（渝规九函〔2017〕141号），该
项目整合零星土地使用权5.9平方米，补缴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
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转换；新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0010.29
平方米（车库9069.47平方米、设备用房940.82平方米），不计
征地价款。

根据规划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该宗地建设用地面积调整为14529平方米，计容建
筑面积增加13290.84平方米（其中住宅12199.33平方米(划拨
还房)、物管464.03平方米、消防36.39平方米、公厕18.97平方
米、设备18.63平方米、社区247.96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新
明确不计容建筑面积13546.24平方米（车库10581.51平方
米、设备房1060.67平方米、架空层1904.06平方米不计征地
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X18048
北部新区高新园大竹林组团
O标准分区O5-32、5-33、

5-34号地块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48380.1 48380.1 100192.4 142354.33 100192.4 100192.4 208 重庆中伦物业发展有限

公司

根据重庆市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
面积未增加，部分用途比例发生变化，新明确不计容面积
42161.93平方米（车库38201.62平方米、设备用房1639.21平
方米、架空层2321.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纳剩余地价
款。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渝地监告字[2018]4号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18年2月1日9:00－2018年2月5日17:00。公告期结束后，原土地使用权人须在2018年2月23日前缴清应补缴地价款。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国土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
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14版教育CHONGQINGQING
DAILY

2018 年 2 月 1 日 星期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