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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课程内容体系

走廊上，英语书法作品、手抄报、
原创绘本等供人翻阅欣赏；教室里，
英语文化角各具班级特色；就连学校
教室外墙的空调机位也不空着，贴着
英语绘本故事……

“I am seed，my name is
Sandy。”“The wind carries me
into the air……”课间，学生们翻看
着墙壁上自己动手创作的英文绘本，
忍不住绘声绘色地表演起来。

在康居西城小学里，浓厚的英语
氛围滋养着孩子们快乐成长。

LOVE ENGLISH英语悦读课
程究竟有什么魅力？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核心。”郑容
表示，学校从爱出发，对学校价值追
求、教育哲学、学校精神进行深入而

持续的探索，建立起具有公租房小学
特点的“大爱课程”体系。在学校课
程理念的指导下，英语组教师整合多
种资源，构建了适宜康居西城小学学
生发展的“LOVE ENGLISH英语悦
读”课程，这一课程入选沙坪坝区精
品校本课程。

据课程项目负责人程文洁老师
介绍，学校以课程发展目标为导向，
形成较为系统的“LOVE ENGLISH
英语悦读”课程内容体系。在该校，
3-6年级每年级的校本课程都依托
于国家基础课程，并在国家基础课程
的要求上有所延伸和拓展，既有普适
性的课内外课程，也有可供学生自由
选择的拓展性课程，课程内容分为
LOVE ENGLISH 课 内 悦 读 、
LOVE ENGLISH 课 外 悦 纳 、
LOVE ENGLISH校园悦境 3大板

块，课程的核心为英语阅读。
如何真正激发孩子们学英语的

兴趣？康居西城小学拿出魄力和行
动，开展系列实践研究，增强学生学
好英语的信心，养成良好的英语学习
习惯。在课内悦读方面，每4周安排
一节单元主题阅读课或精品阅读赏
析课，每周3节电子绘本欣赏课，每
月安排一节以节日文化为主题的英
语活动性课程。在课外悦纳方面，周
末和节假日安排英语原声电影赏析
的微课和英语趣配音，为学生提供课
程实践和展示的平台，营造良好的课
程学习氛围。

“我发现英语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学，而是充满了乐趣。”“我喜欢上英
语课，不仅能学新单词，还能了解国
外文化。”类似声音在孩子中越来越
多。

把发展平台给予学生，把发展空
间给予学生，把成长机会留给学生，
康居西城小学基于学生发展需要，在
教学实践中深耕不辍。

营造课内外英语乐园

在 孩 子 们 的 翘 首 以 盼 中 ，
LOVE ENGLISH精品阅读赏析课
开始啦。看到李维仲老师准备的画
板、骰子等道具，孩子们的脸上写满
好奇和兴奋。

果不其然，老师做了简短的介绍
后，就开始了“飞机大战”的游戏。孩
子们分成小组，看着PPT上出现的单
词进行拼读，拼读正确后，小组的飞
机就可以向前飞一格，最先到达目的
地的队伍取胜。孩子们争先恐后，大
胆发声：“red!bed!”

紧接着，李维仲老师引导孩子们
思考冬天喜欢的运动，成功引出主题

“The Red Sled”。随后通过观看视
频、阅读绘本、玩骰子的游戏，掌握新
单词，了解故事情节以及引申而出的
安全知识。整节课一气呵成，孩子们
收获知识、收获快乐。

这 是 康 居 西 城 小 学 LOVE
ENGLISH精品阅读赏析课上的一
幕。该课型与LOVE ENGLISH单
元主题阅读课、LOVE ENGLISH电
子绘本欣赏课、LOVE ENGLISH阅
读素养选修课、LOVE ENGLISH节
日文化主题课共同组成课内悦读的
多样课型。

LOVE ENGLISH电子绘本欣
赏课也颇受学生欢迎。在龚雪梅老
师的课堂上，她让学生分成小组来表
演。目前孩子们已将经典童话《小红
帽》《卖火柴的小女孩》活灵活现地搬
上了讲台。龚老师说，虽然只是短短
的几分钟，但是却让英语读物生动起
来，激发了孩子的兴趣，增强了他们
的语感。

此外，LOVE ENGLISH节日文
化主题课和LOVE ENGLISH阅读
素养选修课不仅引导学生体验英语
语言背后的文化，还与传统的中国文
化相结合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
识，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综合运用英语
语言的能力。

康居西城小学除了在课堂上调
动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还鼓励学生
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学习，LOVE
ENGLISH节日文化活动课、LOVE
ENGLISH原声电影赏析课、LOVE
ENGLISH英语趣配音……丰富多彩
的节日主题活动、实践活动让孩子们
在轻松愉快中习得语言知识，培养起
跨文化意识。

从课上到课下，从校内到校外，
康居西城小学为学生搭建了更为广
阔的言语空间，生成了更为丰富的语
言交流，让学生在丰盈的语言润泽中

实现了更好的语言发展和生命成长。

多元激励效果佳

“学校的大力支持让我们备受鼓
舞、信心满满。”钟慧老师说，一本绘
本就是几十块钱，但是学校舍得花费
数万元为学生购买英语绘本。张雯
杰老师说，只要有培训机会，学校都
会支持教师外出学习、增长见识。

这些保障措施点燃了教师的从
教热情、激活了他们的钻研劲头。自
课程建设以来，老师们在教研会议上
各抒己见，碰撞思想；在磨课中，大家
各展所长、各尽所能，为呈现最佳效
果贡献智慧和力量。

课程评价改革是当前课程改革
的重要组成部分，康居西城小学提倡
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化，
让评价发挥诊断、帮助、激励的作用，
促进师生全面发展，

于教师而言，学校成立教导处—
项目组—教师三位一体的三级评价
机制。教导处不定期对项目组的课
程开发、课程质量、课程成果进行检
查，项目组定期对“Love English”
阅读课程教师参与、贡献和效果进行
等级评价，教师也在课程建设、课堂
实施中自主进行质量监控。

于学生而言，学校要求任课教师
为每生建立成长记录袋保管在每班
教室的英语角。主要收集自制绘本、
英语小报、英语日记、英语阅读等，让
学生体验自己在英语学习中的点滴
成长。此外，每期一次阅读评比，学
生每学期一张STUDY RECORDS
(阅读记录卡)，以及“英语阅读之星”
评选，都令孩子们学英语劲头十足。

英语课程改革只是康居西城小
学课程建设中的一个缩影，如今该校
不断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
努力办有质量有品位的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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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康居西城小学提供

孩子们兴致盎然地阅读英语绘本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
年版)》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英语
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
质。”显然，英语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
基本英语素养和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的任务，承担着提高学生综合人文素
养的任务。

对于康居西城小学这样一所学
生数量庞大的年轻学校，该如何突
围？

穿越现实，方能抵达梦想。康居
西城小学有一批以校长郑容为引领
者的教育“追梦人”，他们以智慧和勇
气，以坚守和创新，脚踏实地地行走，
锲而不舍地追逐着“教育梦”。学校
聚焦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发展学生英
语 思 维 品 质 ，开 发 和 实 施“LOVE
ENGLISH英语悦读”精品校本课程，
为学生未来的英语学习发展种下美
的种子，促进学生良好思维品质的形
成。

英语悦读让孩子找到学习的快乐康居西城小学
丰富“课上演 课后练 课余编”的学习情境

做好旅游大文章

江口，武隆的东大门。这里山清水
秀，人杰地灵，是历史文化瑰宝的荟萃
地，也是世界山水峡谷景观的博物馆。
江口场镇历史悠久，可追溯至隋朝年间，
是渝黔两地重要的通商口岸和乌江流域
主要的物资集散地，素有“金江口”之美
誉。

绝美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历史人
文，赋予了江口诸多旅游资源。辖区内，
有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芙蓉江和唐长
孙无忌墓、李进士故里石刻、古汉墓群等
自然人文景观，以及延绵千年的盐商文
化、码头文化、纤夫文化。世界自然遗
产、国家5A级旅游景区芙蓉洞，更是被
誉为“中国地下最美丽的地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围绕旅游
谋篇布局，是江口镇近年来一以贯之的
发展路径。

近年来，江口镇党委、政府始终坚持
“以旅兴城”，把旅游放在江口发展的核
心地位，一切围绕旅游谋发展。以塑造

“乌江驿站”休闲旅游服务特色小镇为目
标，从风景旅游和文化旅游服务两方面
入手，塑造高品质的特色旅游服务强镇。

2016年，在成功申报创建市级特色
小城镇后，该镇委托市政规划设计院编
制特色镇五年规划，规划项目涵盖场镇

环境综合整治、长孙无忌等历史文化挖
掘展示、旅游景观建设等项目，以加快旅
游业的发展进程。

在肖家河沟，汽车客运站主体工程
和节能完成验收。新建成停车场2个，新
增停车位128个，旅游配套功能趋于完
善。

在罗洲路街区，在尊重小镇现有格
局，保持小镇宜居尺度的前提下，109栋
明清风格的建筑改造完成，涉及建筑面
积2.5万平方米，“特色小镇”形象初显。

在江黄路，一条总长3.7公里的枣红
色路面自行车骑行道，开始在江口镇的
主干道江黄路上延伸，为游客提供了更
为多元的游览方式，更为美好的旅游体
验，展示康养休闲特色小镇之特色。同
时，江口镇将在沿自行车道布局2个观江
休闲景观平台，对道路两旁进行立体绿
化。

在炭坪子，占地4亩的观景平台露营
基地，已成为众多游客赏乌江画廊，供娱
乐休闲的绝佳处所。

日新月异的改变在全镇区域悄然发
生……

致力城乡融合发展，是江口镇实施
乡村振兴的一大抓手。依托特色小（城）
镇建设，江口镇以芙蓉洞为中心，打造出
三河口、黄草银厂、天子坟3个乡村旅游
带，构建起乡村旅游网络。同时，围绕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精雕
细琢场镇建设，推进场镇宜居品质、生态
景观、特色风貌、旅游功能优化提升，形
成全域旅游规划布局。

扮靓乡村新面貌

良好的农村环境面貌，不仅是江口
镇旅游发展的现实基础，也是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指征。

为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
瓶颈，江口镇紧扣“四好农村路”建设，推进
桐梓堡公路、沙坝公路、干田公路等114余
公里公路硬化，织密织牢交通运输网。

江口镇依托农村旧房整治提升行
动，致力补齐辖区住房安全保障短板，全
面改造不安全住房20户，提升旧房品质
77户。重点打造的丁家坳示范点建设项
目现已全面完工，成为全镇垃圾分类示
范点、公序良俗示范点。

持续推进“厕所革命”，今年将完成
改厕328户，直接改善群众的健康和环
境状况。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义务开展

“村庄清洁行动”23次，逐步建立长效清
洁及维护机制。

全面落实“河长制”，继续实行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强化“三条红线”
管理，常态化开展水质断面联合监测和
巡查，保护双江交汇盛景延续，实现河
畅、水清、坡绿、岸美。

巩固“市级卫生镇”创建成果，持续
深化综合创建，加快“五城联创”进程，加
快实施场镇污水管网二三级建设。深化

“环保五大行动”，聚焦水、大气、土壤污
染，不断改善环境质量。

乡村新面貌不仅在于居住环境的改

善，还在于民众精神上的富足。
江口镇大力传承优良“家风家训”，

弘扬传统美德。以公序良俗为抓手，广
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打造马鞍公序良
俗示范点，倡导各村（居）移风易俗，“一
事一议”修改村规民约，有效刹住操办之
风。全镇形成家风好、民风纯、党风正、
政风清的良好氛围。

探索治理新路径

江口镇共有2.16万名群众，又是移
民大镇，如何破解社会治理短板，提升
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以社会治理和场
镇建设为抓手，江口镇探索出一条新道
路。

近年来，江口镇充分继承和发展
“枫桥经验”，积极探索实践“宣教引
导、化解矛盾、综合治理”机制，进一步
夯实基层基础，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镇，难事不出区，矛盾不上交”。

该镇在社区以“居委会+居民小
组+楼段长”形式，在农村以“村委会+
村民小组+党小组+村民代表+党员”形
式，切实将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延伸
至群众。

同时，建立以派出所人民警察专业
巡逻与场镇专职巡逻、夕阳红义务巡逻
和社区义务巡逻有机结合的防控网络，
建立镇、村（居）、小组三级调解组织，
继续推行矛盾纠纷调处“以奖代补”激
励机制，开展干部大走访，加大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并全面实行“党务、政务、
村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此外，江口镇还通过购买社会服
务，建立起江口场镇、黄草村环境卫生
服务外包制度，健全了“户集村收镇转
运”的垃圾清运长效机制，配齐“垃圾
池、垃圾车、清洁人员、垃圾桶”四要
件，常态化开展垃圾整体治理行动，不
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江口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
发扬“枫桥经验”，破解治理短板，创建

“枫桥经验”重庆实践行动品牌，实现辖
区长治久安。

贺娜 刘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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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江口镇
城乡融合有特色 乡村振兴有保障

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乡村
振兴是一场造福亿万
百姓的里程碑式变革，
润物无声地改变着农
村的面貌。

作为全市首批启
动建设的 35 个特色小
（城）镇之一、全市八大
特色旅游区和重点旅
游镇，武隆区江口镇在
市住建委和武隆区委、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国
家5A级旅游景区芙蓉
洞、国家级风景名胜芙
蓉江等优势资源，以

“发展更有质量、城乡
更加靓丽、生态更加良
好、人民更加幸福”为
目标，打造“业兴家和
景美民乐”的全市特色
景观旅游名镇，为实现
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
基础。

江口镇新城建设

江口镇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