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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本砺新，智启未来；
七秩办学，与国同龄。重庆
市第十八中学，创建于1949
年，始终文脉不断，薪火相
传。

作为江北区教委“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领航学
校，近年来，十八中坚持“树
本砺新”核心理念，以“多元
人才培养、精准课堂、智慧
校园、四C特色课程体系建
设”为抓手，落实素质教育，
培育未来英才，朝着“高质
量有特色现代化国际化中
华名校”的目标阔步向前。

树本之源
课程改革走向“序列精品”

“让我们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
科学之旅吧！”物理课上，重庆十八
中陈鑫老师用辉光球、空气炮、猴
子爬绳等实验器材，点亮少年的星
辰大海、无垠宇宙；

模拟联合国大会之旅，十八中
模联队脱颖而出，尽展“外交官”风
采……

这些只是重庆十八中无数精
彩教育案例中的两个典型。

站在时代的风口，改革是教育
发展的根本出路，创新是学校发展
的不竭动力。如何抓住新课改的

“牛鼻子”、啃下“硬骨头”？重庆十

八中用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四
C课程”体系，书写了一张育人的
高分答卷。

“树本课程”将国家课程校本
化，已建成语文和英语两个市级学
科课程创新基地；“砺新课程”凸显
校本课程精品化特色，已开发80
余门校本选修课程，其中“法律与
生活”“生涯规划”等6门选修课被
评为市级精品选修课程；“海纳课
程”以社团活动课程化为目标，开
设STEAM科创社、茶艺社等40
余个学生社团，建成百川文学社等
4个市级精品社团；“百川课程”依
托创新人才培养中心、智慧教室、
开放书吧等场所，提供海量阅读、
衔接教育等多元课程。

“‘四C课程’是富有重庆十八
中特色的课程品牌，它对应了多元
的学生成长评价方式和多变的学
习形式，真正践行了我校‘为成就
每一位学生的未来服好务’的教育
宗旨，促进全面发展。另外，学校
同步落实精准课堂、分类分层走班
选科，以实际行动把开启未来的钥
匙交到学生手中。”重庆十八中校
长罗丞说。

砺新之路
名师荟萃探索多元涵养

名校之“名”，在于名教师，也
在名学生。依托一支专业化水平
处于全市前列的砺新型多元化教

师队伍，重庆十八中加强创新人才
多元孵化与体艺人才多元培养，为

“十八少年”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打造创新人才多元孵化基

地。据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
学校成立创新办、科创团队，定期
举行校内奥林匹克竞赛活动，分校
区、分年级开设竞赛辅导课程，逐
渐形成了系统的奥赛辅导机制，学
校也先后被授予中国青少年创客
奥林匹克系列活动实验基地、重庆
市青少年科创教育实验基地等荣
誉称号。

同时，加强音体艺人才多元培
养。重庆十八中立足音乐特长培
养、高水平运动员、美术特长生培
养，组建了专业训练队，积极落实
市级课题“发挥音美教育在学校人
才培养中的作用”的进展，不拘一
格拓宽人才出口。

深耕细作，硕果累累。学校在
精品选修课程、德育序列化等素质
教育领域为学生开辟广阔空间。

于是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
某个周末的早上来个元气满满的
晨跑，上午泡在图书馆海量阅读，
下午在各种趣味讲座与活动中增
长见识，晚上爱好天文的孩子还可
以用高倍望远镜约会星空……

于是这样的捷报频频传来——
十八中学子在科技、体育、艺术等
跑道实现弯道超车，多次荣获国家
级、市区级大赛一等奖，多次获得
宋庆龄基金奖励、国家专利、科技
比赛国际金奖、合唱比赛全国金
奖……

未来之光
两校三区共创“中华名校”

走进十八中两校三区，处处是

一派生机盎然的育人图景：铁山坪
校区建成绿韵书香，智慧校园；观
音桥校区开放自主管理，丰厚底
蕴；御龙天峰校区推进精品小班，
特色办学。

海纳百川，德建名齐。聚焦十
八中课堂内外，五育融合的育人方
式润泽校园，屡创“十八中奇迹”：
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发展迅猛，中高
考成绩一年一个台阶，学科竞赛、
艺术体育、科技发明、心理健康等
领域多点开花，培养清华、北大学
子200余名。

如今的重庆十八中，是清华大
学“新百年领军计划”推荐资格学
校、北京大学“博雅计划”推荐资格
学校，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百强中
学”、江北基础教育界的璀璨明珠。

然而，尽管在过去的一个时期
取得了显著成绩，十八中人却觉得
远远不够。在他们看来，要想真正
在空间维度上引领全市，在时间维
度上引领未来，就必须对标沿海开
放城市，同时要与国际接轨。

“提升办学品质，创建百年名
校。”罗丞表示，展望“十四五”，重
庆十八中将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大力推进智慧型未来学校建
设，“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
希望成为怎样的学校，是每一所学
校永恒的思索。重庆十八中的答
案是——培养与社会适应的综合
型人才、与科学对话的创新型人
才、与世界沟通的开放型人才，成
为重庆领先、西部知名、全国有影
响的‘高质量有特色现代化国际化
中华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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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第十八中学

树本砺新“未来学校”铸造精品教育

师生共享阅读时光

近日，第二届“黄炎培
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
大赛暨非遗职业教育成果
展示会在重庆市女子职业
高级中学圆满落下帷幕。
本届赛事聚焦非遗教育的
传承与创新，全国共有25个
省市115所职业院校的418
个项目参赛。

面塑、岩彩画作品获非
遗作品一等奖，掐丝珐琅
画、犀皮漆器作品获非遗作
品二等奖，1项教学成果获
非遗教学成果奖，学校获非
遗职业教育推进奖及特色
院校荣誉称号……经过3天
的激烈角逐，重庆市女子职
业高级中学凭借硬核实力
脱颖而出，在此次大赛中收
获了喜人的成果。

此次汇聚全国非遗职
业教育精英的盛会为何会
落户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
中学？学校为何能在竞争
激烈的赛事中捷报频传？
让我们一起走进重庆市女
子职业高级中学，探寻荣誉
背后的非遗教育之道。

非遗进校园
“和雅”文化下的传承与创新

镜湖微波粼粼，春华路绿树成
荫，秋实路硕果累累……走进重庆
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的校园，学校
以“和雅”为文化内核，打造的和谐
雅致的自然环境让人心旷神怡。
校园内，亭台楼宇间彰显川东民居
特色，随处可见的小叶榕、栀子花、
山茶花等植物，展现着位于长江中
下游地区独特地理环境下的自然
风貌。

环境是校园文化的生动体
现。在近40年的办学实践中，重
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深耕“和雅
教育”，以“和”的制度和“雅”的环
境、风气，编织出独树一帜的文化
体系，哺育了一代代具有中华传统
美德的现代职业女性。

学校深知，中华传统美德的涵
养，离不开文化的传承与赓续。为
此，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发挥

职业学校的独特教育职能，将目光
瞄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充分挖
掘非遗文化与“和雅教育”的契合
点，进行非遗文化理念传播、师资
培养、课程建设和活动交流等，在
传承中创新，让非遗文化在职教的
校园里“活”起来。

据了解，学校每个专业都融入
了一项特色的非遗文化教育内容，
如学前教育专业的面塑、岩彩画、
掐丝珐琅，珠宝专业的犀皮漆器，
美容美发展业的唐妆、汉服化妆造
型等，都是基于“和雅”文化下非遗
教育传承与创新的体现。

以犀皮漆器为例，作为手法复
杂、制作精美的一门传统工艺，随
着时代的发展，作品的受众面变
小，实用性降低。重庆市女子职业
高级中学成立的犀皮漆器工作坊，
指导教师沈于力通过将传统漆器
与现代贵金属、珍珠等材料相结
合，设计制作更符合现代人审美的
时尚饰品，有效拓宽了受众渠道，

让这门古老的艺术，不仅“好看”，
还“好用”。

事实上，在重庆市女子职业高
级中学，这样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非
遗文化项目并不是个例。巧妙融
入卡通、人物等现代主题的面塑、
岩彩画作品，创新制作技法、增添
多元美感的掐丝珐琅画，学校非遗
项目教师团队在教学、材质、工艺
上的创新构思，进一步开放相关文
创产品，让传统非遗文化呈现出了
蓬勃的活力与生机。

非遗进课堂
学生零距离体验传统文化之美

绘图、掐丝、点蓝、固沙、淋
胶……在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
学的掐丝珐琅工作坊里，学生们在
老师的指导下，在板材上专注地进
行创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幅精
美的掐丝珐琅画初具雏形：细腻的
构图、华美的配色，丰富的层次，画
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师生共同凝
结而成的智慧与心血。

“制作掐丝珐琅画，与其说是
艺术创作，更像是‘体力活儿’。”工
作坊负责人皮维老师介绍，一幅成
品的完成，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刻画
与打磨，“这也在无形中，考验着学
生的细心与耐心，也培养了他们的
美术技能和艺术修养。”

这样的场景，只是重庆市女子
职业高级中学进行非遗教育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学校在非遗文化
的落地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只有
回归课堂，将非遗文化传承与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才能推动
非遗教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同
频共振。”

基于此，学校在课程设置中下

足功夫，成立以面塑、岩彩画、掐丝
珐琅画、犀皮漆器为代表多个非遗
教育工作坊，以“三个课堂”为抓
手，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有成效
的融合教学实践。

依托“教室小课堂”，学校在所
有专业开设通识类非遗课程，将非
遗知识与技能与常规课程相融合，
在无声中育人；融入“学校中课
堂”，以全校性的活动为载体，将非
遗文化进一步与日常学习和生活
相融合，促使非遗元素的升华；拓
展“社会大课堂”，通过利用职教活
动周、技能大赛等平台开展非遗文
化的交流互访，加强社会课堂的衔
接力度。

“师资培养上，我们还通过‘请
进来’与‘走出去’的方式，培养校
级非遗传承人，提高师资队伍的建
设力度和水平。”学校相关负责人
说。

作为一所职业学校，重庆市女
子职业高级中学还肩负起服务社
会的职责与担当，让非遗教育走出
校门，走向社会，为更多的人带去
传统文化的熏陶。

近年来，学校受重庆市妇联、
市妇女儿童培训活动中心邀请，多
次前往万州、巫溪、石柱、彭水等地
开展面塑非遗传统文化幼儿体验
活动，通过开展江北区幼儿园骨干
教师游戏活动设计与实施能力提
升培训、重庆市乡村幼儿教师游戏
动设计与实施能力培训、重庆市学
前教育集团服务长江经济带学前
教育赴奉节送培活动等，让学校的
特色办学、非遗的文化魅力辐射到
更远的地方、更广的人群，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谭茭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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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

让非遗文化在职教校园里“活”起来

非遗面塑项目《指尖魔法》获第二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竞赛
中职组一等奖第一名

在第二届“黄炎培杯”
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大
赛暨非遗职业教育成果展
示会中，非遗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之处，除了体现在
各个参赛院校带来的 418
个项目中，更让人眼前一
亮的是，“云上非遗”数字
展馆的构建，让非遗这项
传统文化真正跟上了时代
信息化发展的脚步，变得
更“潮”了。本次大赛，中
华职教社批准建设中华职
业教育社“云上非遗”数字
展馆，由重庆市中华职教
社承办，重庆市女子职业
高级中学具体建设和维
护，全国近百家职业院校
参与展陈。学校通过采用
信息化技术模拟还原真实
场景，为参赛院校提供了
宣传、展示、推广非遗成果
的平台，受到了各界的一
致好评。

用户进入“云上非遗”数字展
馆，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 2.5D 建
模图，场景模拟了实体的场馆分
布，祥云、慈云、瑞云、锦云分别对
应四大展厅。轻轻点击，便能迅
速获取每个展厅内学校的参展信
息，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
参观，VR 式的实景体验，让用户
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轻松逛展，有
身临其境之感。

“未来，我们还会持续开展职
业院校展示馆、非遗教学资源库、
非遗大师工作室、非遗教育线上
直播间等项目建设，以通过职业
教育推动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传
播和交流。”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
中学“云上非遗”项目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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