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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糕点制作中享受教育带来的快乐

近3年来，璧山累计投资22.74
亿元，用于学校新建、校舍加固改造、
薄弱学校改造和学校标准化建设，城
乡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迅速改善，推
动了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人民群
众教育获得感和幸福感进一步提升。

教育是创造幸福民生的基础，3
年22.74亿元背后尽显璧山的“教育
情怀”。

有温度的“教育情怀”是始终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

近年来，璧山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教育并优先发展教育，始终把最
好的资源留给教育，把最多的关心送
给教育，把最多的渠道建在教育。全
区多次召开教育工作部署会、行动
会、交流会等，旨在汇聚全区之力共
推教育发展。

特别是在关注贫困生方面，璧山
建立健全贫困学生立体资助体系，资
助困难学生10930人，发放补助820
万元，家庭困难学生实现“零辍学”。
同时璧山还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营养餐“全覆盖”，4.5万名学生每天
享受3元的午餐补贴，近2000名贫困
学生免费享受“爱心午餐”，孩子和家
长的获得感、幸福感再增强。

有力度的“教育行动”是内外兼
修提档教育水平。

向外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璧山
中学新建初中完成主体工程；职教中
心改扩建工程进展顺利；太阳堡等4
所公办幼儿园改建后已投入使用，7
所学校投资300万元完成“改厕”工
程；仅是一个暑期就完成35所学校
50个改造项目……

向内不断提升教育内涵。聚焦
教育综合改革，璧山纵深推进合作办

学，“对接名校，优质发展”的完整链
条孵化出多个如璧山中学、璧山实验
小学等教育“标杆”；扎实推进课程改
革，“生长课堂”成为课改招牌，“七
高”模式引领全市课改步伐，3次在国
家级教育盛会上作经验交流介绍，北
京、广东等省市多地教育部门向璧山

“取经”；大力发展素质教育，《璧山区
德育体系化实施落实立德树人改革
试点》已结项并在全市推广，体艺特
色与美育亮点“各美其美”……

优先发展、内外兼修，最终受益
的还是学生。城乡学生共同沐浴在
条件更好的校园中，在颇有内涵的环
境熏陶下茁壮成长，立德树人体现在
更多学生身上。

优先发展 内外兼修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教育发展
的第一资源。

一直以来，璧山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发展，
激活出更多的“教师动能”，助推“绿色教育，儒
雅璧山”教育理念激起更大的优质效应。特别
是面对城乡教师资源不均而造成的教育优质
资源不均的问题，璧山从三方面进行了破解。

一方面，璧山建立起教师补充长效机制，
2015年至2018年，陆续新补充教师499人，有
效解决了教师数量不足和学科结构不合理的
问题，教师年龄结构偏大问题也同步缓解。另
一方面，璧山还建立教师轮岗交流机制，2015
年至2018年校长教师交流1000余人次，促进
了师资力量均衡配置。与此同时，璧山还建立
起教师全员培训机制，以区级培训、校本培训
为基础，以实施“国培”和“市培”为重点，通过
引进来、走出去等形式不断提高教师培训的实
效性。

做优、做特教师培训中，璧山还引进COP
和“教师递进式系统化专业提升”项目，通过大
数据的科学观察与分析，增强教师培训的针对
性和专业性。

3年来，璧山培训教师18370余人次、骨干
教师参训1500余人次，教师培训经费2317万

元，占教师工资总额（含绩效工资）的 2.5%
以上。

而今，全国教育大会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提出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师
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
教、热心从教。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市
教育大会精神，璧山将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树立良好师德师风，加强教师队伍
管理，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教师在岗
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
誉感。

据璧山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璧山将继
续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出台《璧山区全面深化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方案》，稳步推进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同时通过分层、分类、
分岗培训，构建干部培训体系和教师双轨培训
体系。

凝聚更多优质的“教师动能”，璧山教育更
有质感、厚度，更加丰盈、温暖，厚植“提高质
量、促进公平，突出重点、改革创新”底色，镀亮
了璧山教育品牌新魅力、新影响。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璧山区教委提供

精准施策 重点培养
“教师动能”助推“儒雅璧山”幸福向上

2018年4月，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在璧
山召开，璧山教育再次亮相全国。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专家围绕如何
推动教育信息化创新发展，以及教育信息化进
入2.0时代的发展策略等内容进行交流和探
讨。与会专家在参观了璧山中学后更是纷纷
对该校的智慧教学平台建设和应用大力点赞。

站在信息化的风口，璧山何以聚焦全国目
光，成为全国名片？

答案是始终以百舸争流的势态，紧扣“创
新”、“服务”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

从2013年以来，璧山累计投入1.5亿元，
建成了璧山区域教育云，搭建了教育管理公共
服务平台和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了千
兆到校的璧山教育城域网，实现多媒体教学终
端、数字教育优质资源、管理信息化和校园安
全监控全覆盖。同时该区还在4个学校建成
智慧校园，在6个学校建成总面积达2000平
方米的8个创客空间，智慧校园建设应用和创
客教育取得突出成效。

就拿璧山中学来说，该校建成了全国一
流、重庆唯一的以课堂教学为核心的智慧校
园，实现了教学从“多媒体时代”到“电子交互

式平板时代”的飞速跨越，形成了学习方式更
灵活、课堂知识容量大、教学反馈更及时、课堂
教学更高效、课外辅导更方便、家校互通更快
捷“六大智慧校园特色”。

又如璧山实验小学实施起“脑科学测评”，
并研发出“青雅学生成长观测平台”自动记录
孩子生活轨迹，孩子在119间未来教室里提高
学习效率；再如璧山御湖小学建成了我国首家
面向小学生的智慧型阅读体验中心，让孩子们
智读好书。

事实上，在璧山还有很多学校都形成了一
定的信息化特色。

在优质的信息化基础上，璧山积极展开创
客教育，制定了《璧山区创客教育发展规划》，
致力于提升全区师生的信息素养、创新意识和
创新实践能力，师生在参加全国、全市各类信
息技术创新应用大赛中获一等奖120余项。

特别是在全国NOC活动中，璧山师生荣
获16个一等奖、39个二等奖、22个三等奖，其
中2个项目获最高荣誉——恩欧希教育信息
化发明创新奖，《智能路灯》已成功申报个人专
利，团体成绩排名重庆市第一，创客教育可谓
载誉全国。

创新服务 智引未来
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会折射教育发展成就

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健
康成长。

如何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办好新时代学前教育，聚
焦“入园难”、“入园贵”等现实问题？
璧山教育近年来以“普惠”为关键词
聚焦民生，着力补齐学前教育短板，
致力于让更多儿童得到健康快乐的
成长。

据了解，璧山不断完善学前教育
管理体制机制，加快提高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水平，持续提升学前教育保育
教育质量，确保幼有所育，努力让每
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学
前教育。

2018年，璧山大力促进学前教
育普惠性发展，完成了8所公办园的
改扩建工作，同时开展幼儿园保教常
规、安全工作专项督查、年检及等级
复审、普惠性幼儿园的认定等工作，
并加强学前中心教研组教研，开展生
长课堂考核，举办园长管理论坛，召
开公办民营普惠性幼儿园规范管理
现场会。

随着学前教育的普惠力度越来
越大，质量越来越高，璧山还出台了

“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实施方
案”，举全区之力进一步破题入园难、
入园贵等问题。

根据“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显示，璧山将坚持“政府主
体、整合资源、公民并举、公益普惠”
的发展思路，科学规划全区学前教育
资源布局，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幼儿园。主要路径包括建立健
全确保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体制
机制，提高学前教育综合治理能力；
建立学前师资保障机制，落实教师配
备与待遇；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
健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监管，全面提
升办园质量。

据悉，到今年年底，该区将新增
公办幼儿园10所以上，公办幼儿园
占比达到48%以上，全区学前3年毛
入园率达到91%以上，普惠率达到
79%以上。

对于璧山而言“第三期学前教育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还必须高位推
进、创新推进、有效推进。

因此，璧山在大力发展公办幼儿
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同时，正在
全面落实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
管理要求，并带领各幼儿园科学理顺
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园体制，不断
加强幼儿园日常监管和业务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璧山还将引进民办高
端国际双语幼儿园，满足更多群众对
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

聚焦民生 补齐短板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破题入园难

新 建 和 改 扩 建 公 办 幼 儿 园 17
所，新增公办民营幼儿园22所，共

发展公办幼儿园达80所，在全市率

先完成“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目标
任务。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持续全

覆盖，2244人享受“爱心午餐”。

精准扶贫资助困难学生10930
人，发放补助820万元。

教师教学竞赛获市级一等奖10
余项、国家级一等奖2项。

10个市级课题顺利结题，新申

报市级课题29项，开题10项；中

小学名师工作室5本教学专著出版；

课改成果近20次在市级及以上平台

现场展示交流。

3所学校参加重庆市第八届中小

学生艺术展演现场展示，8幅书画及

摄影作品获市一等奖，4个节目获市

级二等奖。

全国 NOC 活动荣获16个一等

奖、39个二等奖、22个三等奖；其

中2个项目获最高荣誉——恩欧希教

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团体成绩排名重
庆市第一。

大 学 生 生 源 地 信 用 助 学 贷 款

1396人、10889万元，大学生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连续7年被

市教委和国家开发银行评为先进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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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中学师生在“未来教室”上课

前不久，我市召开教育
工作会，强调要深入落实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
强市。

教育强市需要教育强区
的支撑。

近年来璧山教育一路高
歌猛进，“宜生德育”教育体
系 3 次亮相国家级教育盛会
并作交流发言；全国教育信
息化工作会议选择在璧山召
开；“对接名校，优质发展”新
型办学模式实现从小学到高
中的“全覆盖”……

厚植“提高质量、促进公
平，突出重点、改革创新”的
教育底色，璧山演绎出了新
时代教育新景象，这景象之
中既有大江大河也有涓滴细
流，淌出的是奋勇、创新、突
围之势，流动着让教育公平
优质的决心和信心，印证着
璧山教育人的砥砺前行，镀
亮了璧山教育品牌新魅力、
新影响。

2019 年，璧山教育还将
朝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
待的方向继续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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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笔投入背后的教育情怀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