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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统一战线知识纳入国民教

育内容，能够深化学生红色基因

传承，能够营造全党全社会重视

支持参与统战工作的良好氛围。

大渡口区立足区域实际，由

点及面积极探索小学、初中、高中

三个阶段统战知识进国民教育的

有效方式和主要途径，现已实现

28 所中小学统战知识进国民教

育的全覆盖。

丰硕的统战知识教育教学成

果，极大提升了学生对统战知识

的认知能力、教师对统战知识的

学习科研能力、学校对统战知识

的教育教学能力、社会对统一战

线的感知能力。

大渡口区将统战知识融入国民教育

增强责任担当 滋养家国情怀

陈小东 曾政
图片由大渡口区委统战部提供

在全国统战宣传工作负责人培训班上，茄子溪中学以自编校本话剧《毛泽东三顾特园》为例，展开讲解重庆
市普通高中精品选修课程《统战文化的智慧和艺术——重庆谈判中的统战智慧》

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定期组织学生
赴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

一出《毛泽东三顾特园》的话剧，
将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团结凝聚民主和平力量的壮丽史篇，
演绎得生动而真切。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一台
“高难度”的表演，从编到演都是出
自一所中学的手笔，而学生演员们
的演出，竟也将这些伟大人物拿捏
得惟妙惟肖。

这出统战主题话剧，是重庆茄子溪
中学选修课程“统战文化的智慧与艺
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这一课程
已经入选重庆市普通高中精品课程，
成为全市首个入选的统战主题课程。

日前，有关市领导在茄子溪中学
调研时，盛赞这一创新探索，并鼓励学
生一届一届都来参演，让大家通过学
习统战文化知识，进一步促进人文情

怀、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意识的培养。
以统战历史为背景，以统战文化为

依托，以探究智慧为主要内容——类似
茄子溪中学这样将统战知识融入国民教
育的案例，在大渡口区比比皆是。

自2015年9月试点以来，大渡口
区在全区中小学广泛开展统战知识进
国民教育活动，目前已实现28所中小
学的全覆盖。

经过3年的探索，除了在课堂内
统一开设区本统战课程，将统战知识
渗透进各学科外，各中小学也十分积
极地开设具有自主特色的统战项目。
如今，大渡口区已经形成小学统战故
事读本、中学统战知识教材、民族特色
教材以及全市首个统战知识精品选修
课等一批可供复制推广的经验，并建
立起数支统战知识教研、教学队伍。

推动统战知识进国民教育是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试行)》的规定要求。

自上而下，大渡口区并没有
生硬晦涩地为了“规定”而规定，
做成“两张皮”，而是在推进统战
知识进国民教育的实践中，围绕
统战知识、统战文化“情商与智
慧”这一重点，以培育学生德育、
智育、美育为切入点，将统战知
识、统战文化与教育教学相结合，
与学校传统相结合，与学生兴趣
爱好相结合。这样的“无缝对
接”，让学生在参与中自然感悟，
在亲身体验中感受统战历史、统
战工作就在身边，进一步增强了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实效。

比如茄子溪中学编演的统战

话剧，就探索了统战知识与艺术
特长生培养之间的结合途径、方
式，着重解决了当前统战知识进
国民教育工作存在的教学形式单
一、教学内容呆板、学生兴趣度低
的问题，对统战知识进国民教育
工作产生了丰富教学方式、提升
教学效益的积极作用。

又如大渡口区实验小学建立
统战知识“小小讲解员”队伍、打
造阅读园地，鼓励学生学习、理
解、讲述统战故事；民族中学则通
过开展民族特色民俗、节庆、歌
舞、曲艺等活动，传承民族文化，
增强民族团结意识……

可以说，大渡口区的统战知
识进国民教育，做到了件件接地
气、校校有特点。

因为在推进广度和深度上的积
极作为，大渡口区统战知识进国民教
育实践正在成为一个范本，成了市内
外交流学习的典范。

“这得益于我们在试点及推广过
程中，形成了统筹协调、资源整合、示
范推广、教育融入四项机制，有效提
升了学生认知能力、教师科研能力、
学校教育教学能力、社会感知能力。”
大渡口区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先，统筹协调形成了“一盘
棋”。大渡口区成立了统一战线知识
进课堂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统战
部、区教委及相关学校领导组成。领
导小组不断强化统筹协调，调动统
战、教育等多方资源，以有特色、有突
破、有创新为思路，立足市情区情开
展工作。

其次，资源整合着力于“两手
抓”。一手抓区内资源，一手抓市内
资源，统一整合到统战知识教育教学
工作之中。将大渡口区多年的统战
文化建设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形成了
贴近学生日常生活、学习的读本、教
材。同时积极加强与市内统战教学、
文化单位合作，多次邀请市社会主义
学院、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等单
位的专家学者来区指导，形成常态
化、系统化、专业化的指导机制。

再次，示范推广突出了“三阶
段”。根据全区中小学实际情况，确
定3所学校开展示范，覆盖小学、初
中、高中三个阶段国民教育，针对各
年龄段特点明确阶段性内容：小学读
本以大渡口统战故事汇编为蓝本，力
求实用好读、通俗易懂；中学校本教
材着眼历史，客观全面、完整系统地
介绍了统一战线光辉历史。示范还
探索了民族文化教育教学，为民族特
色办学以及普通中小学开展民族文
化教育提供经验。

最后，教育融入实现了“四结
合”。总体设计、分段试点、因材施
教，结合师生实际、结合教育教学工

作实际，把统战知识进课堂工作融入
到学校日常教学、活动中，形成了以
统战知识教学为中心，统战文化特色
活动、统战元素设施建设并重的立体
化统战知识融入机制。各学校在开
设统战知识选修课程的同时，通过参
观统战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开展统战
知识文艺活动等方式，在保持学校原
有教育教学秩序的前提下，潜移默化
地用统战文化影响、感染学生，形成
团结协作、勇于奉献的良好氛围。

据介绍，在已有的经验总结上，
大渡口区接下来还将在全区国民教
育学校全覆盖基础上不断推进统战
知识、统战文化与中小学教育教学的
融合，进一步做好统战知识教材与读
本创新，进一步做好“统战知识进校
园”课程、活动创新，切实完成“统战
知识进校园”融入教师培训、融入课
程研究、融入教育教学、融入文化活
动、融入校园建设。

四项机制提升四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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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见成效

“棠香”四溢 乡村如画
“这是我们大足城区今后的‘后花园’。”走进与大足城区紧密相连的棠香街道和平村，短短几分钟时间，便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宁静替代了喧嚣。放眼所见，一栋栋整洁靓丽的农房沿

着宽阔的道路，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沿着道路前行，家家户户门前的仿旧花台里，栽满了海棠等各种花卉乔木，置身于这一个个小花园中，仿佛让人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
“通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短短一年，这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足区棠香街道相关负责人说起如今的和平村和惜字阁村，言语间满满的自豪。

乡村环境整治
突出海棠、乡土文化

“和平村及相邻的惜字阁村，虽
然离城区较近，但一直以来，和大家
印象里普通的乡村没什么太大的差
别。”棠香街道相关负责人说，以前，
两个村子的农房建筑风格差异大，
加上一些房屋和地坝年久失修，较
为破旧，不仅远观乏善可陈，近看也
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改变始于2017年。当年，棠香
街道的和平村和惜字阁村被市城乡
建委纳入农村改善人居环境市级示
范片，两个村共划出了临近城区的
4.58平方公里区域，作为“棠香人家”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示范片的核
心区，进行试点示范。

从那时起，市里先后投入650万
元资金，大足区也整合各类资金，同
期投入1500万元，以“海棠文化+乡
土文化”为主题，进行“三改三治三
提升”，改庭院、改水、改路，并聘请
了四川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的设计
团队进行方案设计，着重挖掘该区
域的海棠文化，突出人文艺术，重塑

场所记忆，以生态化、乡土化、艺术
化的手段打造和平村入口等9个节
点以及近200户房前屋后环境。

在和平村可以看到，家家户户
的房屋外，都用仿木材质的格栅进

行了装饰，不仅规范隐蔽了原有散
乱的各种线路，也方便了今后农户
设置店招店牌，由于风格统一，让原
本普通的农房，变得别有一番风味。

在一些农房的墙面上，崇善向
上、勤劳致富、邻里和谐、文明礼貌、
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文明乡风，以
油画的形式跃然之上，当地的名人
也被镌刻在了路边颇具特色的挡墙
上。

而在农户房屋外的地坝上，原
本破损的地方已经修复一新，每个
地坝外还建起了一个小型的仿旧花
台，村民们在其中种上了海棠、三角
梅、月季等各类花木，让这些农村庭
院成为了一个个小花园，让人觉得
其不负“海棠香国”的美誉。“能住在
这种环境里，城里人都羡慕得不得
了。”村民郭大伟高兴地说。

基础设施改善
城里人散步散到乡村来

如果说自家的环境改善，最受
益的是村民。那么，各类基础设施
的完善，除了村民受益外，外来的城
里人感受更深。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一个系
统工程，因此，除了改善农民房屋地
坝的环境外，公共区域的设施完善
也是重中之重。”棠香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大足区配套的1500万元资
金，除了资助房屋和地坝改造外，还
对乡村的污水管网进行了整治，实
现了污水的集中处理排放，让人行
走在乡村，闻不到哪怕一点点的异
味。

同时，大足区还围绕乡村旅游
的发展，在示范区陆续建设了4个旅

游公厕、3个停车场、5个休闲小广
场，并分别投入1000万元和2800万
元资金，整治河道和公路，使示范区
总投入达到6100万元，让示范区域
功能设施快速地完善了起来。

走在整治后的乡村道路上，不
仅道路宽敞，宽度由原来的3.5米变
为了6.5米，更重要的是，还很人性
化地在道路上设置了专门的塑胶人
行道、自行车道，走在上面，就像是
在城里的休闲公园漫步一样。

而这些改变，也确实吸引了众
多城里人，每到傍晚，与城区隔着
一个小山坡的和平村和惜字阁村，
就会吸引数千市民前来散步游
玩。这也难怪，一到傍晚，不少朋
友圈就热闹了起来，“走，去后花园
走走。”

建公园改民宿
让“后花园”名副其实

短短一年时间，示范片人居环
境的改善，为其聚集了大量的人气，
基础设施的完善，也为其下一步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

“乡村旅游将是未来示范片产
业发展的核心。”棠香街道相关负责
人说，大足是“海棠之乡”，在惜字阁
村，他们就建起了一片150多亩的海
棠园，今后将逐步扩大海棠园面积，
栽植更多品种的海棠，真正让“棠香
人家”示范片“棠香”四溢。

同时，依托河道的改造，建设滨
河公园，打造特色水车、座椅、凉亭、
吊桥等设施，新建一个婚纱摄影基
地，配套茶舍、咖啡馆等，鼓励村民
大力发展民宿，不断充实示范片乡
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

“今后，随着正在建设的旅游公
路通车，‘棠香人家’示范片距离大
足北山石刻和宝顶石刻的距离会缩
短到3公里和6公里，将成为除城区
外最大的游客接待基地，加上平时
城区的大量人流，示范区乡村旅游
发展的未来已是可期，‘后花园’之
名，也更加名副其实。”棠香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

王静 刘廷
图片由大足区棠香街道办事处提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示范片一角 休闲健身广场

和平村惜字阁院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