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4CHONGQING DAILY

2019年6月 1日 星期六
责编 陈龙华 美编 乔宇

文体卫教中心：63907236 63907128 CQRBKJWT@163.COM 经济新闻中心：63907151 63907136 CQRBJJXW@126.COM 摄影部：63907227 63907202 CQRBSYB123@163.COM 区县农村版新闻中心：63907198 CQRBNCB@QQ.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
少年儿童工作心心念念。前往学校考
察调研、与少年儿童代表座谈、给小学
生回信……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少
年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成长成才。

殷殷嘱托、绵绵关怀，总书记温暖
的话语滋养着孩子们的心灵，点亮了孩
子们的梦想。

2019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新
华社记者回访了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过
的少年儿童。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成长
故事，如何在历练奋斗中努力争当社会
主义接班人。

“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
品德、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
品德为先”

2015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会
见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从小
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
造，并强调要做一个好人，就要有品德、
有知识、有责任，要坚持品德为先。

当时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王贵东
作为参会代表，第一次走进北京人民大
会堂，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谆谆教诲。
习近平总书记对年轻一代的期许，更令
王贵东难以忘怀。

如今，王贵东已是山东济南高新区
实验中学的高中生。四年时间的积淀，
让这段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弥足珍贵；四
年成长路的锻造，令王贵东始终沿着有
品德、有知识、有责任的目标不断向前
迈进。

阳光开朗、有活力、有主见，这是
老师和同学们对王贵东的评价。高一
新生军训时，王贵东成为军训标兵，如
今又被推选为班级的团支书。她说：

“对我而言，上好每一堂课，学好本领，
都是在为日后承担更大的责任积聚力
量。”

“你们现在都是小树苗，品德的养
成需要丰富的营养、肥沃的土壤，这样
才能茁壮成长。现在把自己的品德培
育得越好，将来人就能做得越好。”字字
珠玑，词词恳切，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
成为指引孩子们前行的指南针。

201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
来之际，在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
代、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12名小学生
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你们

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
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身为这12名小学生中的一员，椒
江区实验二小学生李杭骏从习爷爷的
回信中找到了学习中克服困难的勇气
和信心。

“科学这门课曾经是我的弱项，但
看到习爷爷的回信后，我对自己打退堂
鼓的想法感到很惭愧。”李杭骏告诉记
者，他开始把课本知识和日常生活结
合，慢慢体会到了钻研的乐趣，兴趣越

来越高，成绩也越来越好。
一起写信的郭津妤已经由三年前

的少先队员成长为共青团员。她说：
“习爷爷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传承老垦荒队员们
艰苦奋斗的精神。”

“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
心灵，让少年儿童成长得更好”

在与少年儿童的交流中，“立志”是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到的话题。

2014年儿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与孩子们座谈
交流时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为了中
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教育引导
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
心灵，让少年儿童成长得更好。”

当时还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读书的米增昊，如今已是北京市第二十
中学的高一学生。“我要牢记总书记的
教诲，努力学习，考上一所好大学，把自
己的专业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生活更美好、让国家更
富强。”米增昊立下自己的铿锵誓言。

殷殷期许，滋润心田，习近平总书
记的关怀在少年儿童的心中播下了希
望的种子，鼓励他们砥砺前行。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
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在这里入住的
儿童，给予他们关怀和鼓励。

现在，福利院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福利院通过让
孩子们亲手制作编珠作品送给爱心人
士，教会大家回馈社会，通过举办“北京
感恩之旅”等活动，让孩子们认识祖国
母亲。

6年前，四川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
隆兴中心校在芦山地震中遭受重创，习
近平总书记来到学校考察。他希望同
学们把这次灾难经历作为人生的一笔
珍贵财富，发扬坚强勇敢和团结友爱精
神，像学校号召的那样“感恩自奋强，铸
就成才梦”，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如今，学校书声琅琅，生机勃勃，在
总书记的激励下，找到了新的发展定位
——以科技教学为中心。

“现在，学校建了科普种植园和新
的实验大楼，我们对科学的学习兴趣更
浓厚了。”当年的小学生唐倩如今已是
初中生，她立志长大后当科学家，为探
索世界的奥秘作贡献。

“实现我们的梦想，靠我
们这一代，更靠下一代”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志向
和美好的理想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转化
为现实。

身为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后代，椒江
区实验二小学生孔舒娴将总书记回信
中的教诲牢记在心，并落实在行动上。

三年来，孔舒娴多次深入敬老院、
社区探望孤寡老人，来到公园、街道打
扫卫生，参加爱心义卖、公益捐赠，还两
次到大陈岛了解垦荒史、重走垦荒路、
聆听垦荒故事。她给自己定下了全面
发展的目标，不久前还被推荐为“椒江
区新时代好少年”。

积跬步、起累土。广大少年儿童正
开启人生的奋斗航程，肩负着接班人的
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做准备。

2018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
给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的学生回信中
说：“希望你们多了解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雄模范人物学
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用实
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目前，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每周定期
开展一次“红色教育课堂”，并且通过请
老红军给学生讲解革命历史，组织师生
到照金纪念馆参观学习，诵读红色经典、
传唱红色歌曲、重走红军路等活动，让孩
子们了解中国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三年级学生陈
子涵因为喜欢讲故事，加入了学校的

“红孩儿宣讲团”。陈子涵说：“我最喜
欢薛家寨保卫战的故事。讲故事让我
了解了很多革命英雄的事迹，懂得现在
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青山环抱的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红
色的教学楼上，“托起明天的太阳”七个
红色大字格外醒目，催人奋进。

四年级学生王天娇说：“我们一定会
铭记习爷爷的教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
活，好好学习，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好
少年，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的栋梁之材。”

（记者王鹏、萧海川、王俊禄、梁爱
平、赵琬微、董小红、王靖）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努力成为好孩子 奋勇争当接班人
——儿童节前夕回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过的少年儿童

新华社记者

这里没有上下课铃声，没有统一的
课间活动，10多门课程融合成7门课
程；这里的孩子快乐、自信、自律；这所
学校获得第三届中国质量奖，这是重庆
市第一个，也是全国教育领域第一个中
国质量奖。

这所学校，便是重庆市谢家湾小
学。

“凡是对孩子有积极影响的
元素都是课程”

全校没有课间铃声，上课时间长短
结合

5月30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这
所学校。

中午12点10分，是学校的午饭时
间。全校师生采用自主午餐的形式，两
荤一素一肉汤，让食堂里弥漫着饭菜的
香味。

学生们排队取餐盘，自己打菜、舀
饭、盛汤，动作娴熟，井然有序。孩子们
就近入座，轻声交流，没有人高声喧哗，
嬉戏打闹，他们吃完饭，自动将餐具收
拾到一个角落，有的学生收拾餐桌的时
候，还顺便用纸巾擦了擦桌子。记者仔
细一看，学生们使用的餐盘和餐碗竟然
是陶瓷的。

难道就不怕学生打烂餐具？
“我们坚持使用陶瓷餐具，既是培

养孩子的生活仪式感，也是培养孩子的
用餐礼仪，让孩子们在真实充分的校园
生活体验中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校长
刘希娅说，最初，学校实行自助餐时情
况也不容乐观，同学们不小心经常打碎
陶瓷餐具，往往一顿饭下来，陶瓷餐具
摔破一筐。“但，这些其实都是孩子们成
长的声音。”刘希娅认为。

事实上，不仅仅是餐厅的餐具，学
校本着“凡是对孩子有积极影响的元素
都是课程”的理念，用许多细小的事情
来影响和引导学生。例如，学校取消了
全校的上下课铃声，让每个班级自主安
排；取消了全校一个步调的大课间活动
和课间操，改由每个班级自己创编课间
操；每节课也不再统一为40分钟，而是
按不同的课程划分为30分钟，60分钟
和120分钟。

又如，学校变期末测试为全方面、
全过程的持续性评价，变以检测知识记
忆能力为主的考试为综合考察思维、应
用、创新的多维检测。

在从容自在的校园氛围下，同学们
从他律走向自律，从静态、单一的被动
接受转变为放松、主动地参与校园活动
的新常态。学生学习成效显著，在九龙
坡区、重庆市、教育部的质量监测中，谢
家湾小学的学生始终成绩优异，特别是
孩子的实践创新能力、认知能力、社会
适应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特别突出。

让每个孩子按照自己的优势
去发展

师生在上午高效完成学科课程，下
午学生自主选择社团和学科专题综合
实践活动

做陶艺、画油画、跳拉丁舞、搭七巧
板、学电脑编程……下午两点，学校各
大功能室里热闹非凡，不同年龄、不同
班级的孩子们因为同样的兴趣，在同一
个教室里一起参加社团活动。

木工教室里，6年级2班的梁珺皓
正兴致勃勃地跟着老师学习陶艺制
作。他满手是泥，一只手握着拉坯机，
一只手拿着竹签，在泥坯上小心翼翼地
刻画出一道道花纹。“我打算做一个笔
筒，从和泥开始，到最后上蜡，要两周左
右才能完成一件作品。”梁珺皓说，从上
学期开始学习这门课，他已制作了花

瓶、月饼、飞机等不少作品。
梁珺皓在学校社团活动里的收获

远不止这些。从二年级开始，他选修过
足球、篮球、儿童画等，“球类运动强健
了我的体魄，绘画提高了我的审美能
力，陶艺锻炼了我的想象力和动手能
力。”说这话时，梁珺皓一脸自豪。

不仅是梁珺皓，每天下午，谢家湾
小学的孩子们都是这样愉快地度过的。

“课改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通过
课程改革，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动手
体验，团队合作，身心健康，让每个孩子
按照自己的优势去发展，才是我们素质
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刘希娅说。

事实上，从2004年开始，谢家湾小
学便秉承“六年影响一生”办学理念，结
合重庆地域特色和素质教育的核心要
义，组织实施“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
彩”主题校园文化课程，建构了融合学
科课程、活动课程、环境课程三类一体
的“小梅花”学校课程体系。

在保障国家课程目标不降低、内容
不减少的前提下，该校将国家、地方、校
本三级课程共十几门学科，整合为道德
与法治、语文、数学、英语、体育、科学、
艺术等7门课程。师生在上午高效完
成学科课程，下午学校则开设了200多

个社团活动和500多个学科专题综合
实践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

“通过课程整合，老师孩子们用60%
的时间，就把原有的课程内容按照国家
的课程标准完成了。同时留出了40%的
时间，让老师和同学们自主地去参加专
题活动、实践活动和社团活动。”刘希娅
称，这样一来减轻了学生课业负担；二来
社团和专题综合实践活动打破了班级、
年级界限，让学生和有共同兴趣特长的
伙伴聚在一起对话研讨、操作分享、共
同提高，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孩子
们自主性的选择与学习需求，“从而实
现减轻学生负担，提高学习效率和质
量，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

教师各尽其才
从“教材是我们的世界”走向“世界

是我们的教材”

“在和学生的交流过程中，我真正
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作为教师我也
得到了成长。”采访中，谢家湾小学三年
级的数学老师陶玉婷发出这样的感慨。

她说：“在日常教学中，自主探究、
合作交流、操作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学习
方式，这对教师职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为其教授的内容就不能只局限
于教材，填鸭式的教学方式也行不通
了。常常是教师教一本书，则自己要学
一堆书，要从‘教材是我们的世界’走向

‘世界是我们的教材’。”
课程内容的整合，学习方式的转

变，令师生们受益，也引发各方关注。
2018年，谢家湾小学“红梅花儿开，朵
朵放光彩”素质教育育人模式荣获第三
届中国质量奖，这是重庆市第一个，也
是全国教育领域第一个中国质量奖。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教育部课程中
心主任田慧生说：“谢家湾小学的课改
抓住了基础教育育人的关键环节和核
心，是彻底、系统、全面的课改，虽然是
艰难的，事实证明也是成功的、可行
的。谢家湾小学做了中国教育未来30
年想要重点做的事情。”

重庆市谢家湾小学课程整合促改革

“小梅花”课程令每个孩子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 匡丽娜

本报讯 （记者 张莎）由中共重
庆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与重庆市
妇女联合会联合发起的“微爱+小书
架”公益捐助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市59
家市级机关积极参与，活动自4月25
日发起，已募集到适合3-18岁少年儿
童阅读的二手图书2万余本，筹集捐款
17万余元。

据了解，每个“微爱+小书架”包括
价值200元的“1+10+N”的物资，即一
个小书架和10本标配图书，再加上N
本机关党员志愿者捐赠的图书。记者
从承办单位、市慈善总会了解到，本次
募捐到的二手图书将由重庆出版集团
统一回收、消毒、分类清理，一对一配送
到开州区困境儿童手中。

“微爱+小书架”公益活动捐书2万余本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赛诗会、
创意展览、牵手贫困山区儿童、入团宣
誓、非遗展示……5月31日，我市各中
小学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主题鲜明
的庆“六一”活动，让学生们度过一个精
彩、快乐而有意义的节日。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蓝。”“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
壶。”5月31日上午，一场精彩的赛诗
会在重庆市为明学校举行。来自全
国8个城市的12所为明学校学生代
表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主办方北
京为明教育相关负责人说：“通过诗词

大赛，让孩子们了解、学习、传承传统
文化，可以陶冶他们的情操，开阔他们
的眼界。”

5月30日，重庆一中寄宿学校举
行“1314的记忆”大型文艺汇演，该校
初二年级1100多名学生面向队旗整齐
排列，共同唱响少年先锋队队歌，行队
礼，摘下红领巾珍藏，为自己的少先队

生活画上圆满句点。
5月31日上午，来自巫溪县天元

乡中心小学和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
乡小学的近200名学生来到重庆市人
民小学，和该校师生一起参加六一嘉年
华活动，品美食、看节目、逛跳蚤集市，
同学们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此外，我市各中小学还结合自身特

色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庆祝活动。玉带
山小学举行了庆“六一”艺术科技节，全
校学生发挥丰富的想象，或自制，或在
家长的帮助下，制作了一顶顶妙趣横
生、创意无限的小礼帽。江北钢锋小
学举行了“巧手剪纸颂祖国”活动，五
彩斑斓的蝴蝶、盛开怒放的花朵、憨态
可掬的小动物，同学们用一双双灵巧
的小手，剪出了一张张栩栩如生的作
品，表达了对祖国的赞美，对幸福童年
的描绘。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合镇小
学的学生们则跳起了摆手舞，表达心中
的喜悦。

赛诗会、牵手结对、入团宣誓、非遗展示……

重庆中小学生庆“六一”放飞快乐梦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5月28

日，2019“爱心体彩·贫困农村留守儿
童重大疾病救助金”发放活动在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举行。此次活动
共捐资50万元，每名儿童获得救助金
1万元。

“谢谢你们为我们一家送来了急需
的治病钱，我们能继续接受治疗了。”在
收到爱心体彩为小雨松送来的儿童节

礼物和救助金后，小雨松父亲说。
据了解，市妇联与市体彩中心联合

设立“爱心体彩·贫困农村留守儿童重
大疾病救助金”自2010年启动以来，共
资助347人，市体彩中心累计投入资金
280余万元。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来
临之际，对符合救助条件的50名正在
住院治疗农村患病儿童进行救助，每名
儿童将获得1万元救助金。

重庆50名贫困重疾留守儿童获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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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
生 郑明鸿）5月31日，重庆市少先队

“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渝中区鹅岭小
学举行，重庆市十佳少先队员、少先队
辅导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学生代表等
7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重庆日报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鹅

岭小学校园内设置了三大活动区域，通
过“游园”的方式，开展少年儿童喜欢的
趣味活动。在义卖区，几位小朋友正在
食堂师傅的指导下制作凉面，其他小朋
友则自觉排起了队，成为了顾客。据共
青团渝中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义卖所
得将用于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
小学的留守学生购买礼物。

听队课、观展览、结对子

重庆举行少先队“六一”主题队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张莎）5 月 31
日，“寻根乡愁·记住年味——九童圆梦
猪年春节行动”颁奖仪式在璧山区御湖
小学举行，23万余件新年作品带你去
回味春节的一幕幕美景。本次活动由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委、团市
委、市妇联主办。

今年1月11日，九童圆梦猪年春
节行动正式启动，历时一个多月，全市

5000所中小学校、5万名志愿者和300
万孩子积极参与进来。

拍下新春祝福、感恩话语、成长收
获、做年夜饭、家乡传统习俗、全家团圆
等内容的照片，上传至上游新闻App、

“九童圆梦”微信公众号。活动吸引了
大量海内外亲友广泛关注和转发，孩子
们共上传作品 238539 件，点赞达
3161788次。

孩子们用23万余张照片回味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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