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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为缓解择校热，增
强学校的办学实力，缩小校际差距，
成都市教育局出台《成都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区制建设指导意见》，旨在通
过推进学区制建设，实现区域内教育
资源的共建共享，激发学区内成员学
校的办学活力，从而建立起系统良性
的学区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羊新城文
家学区正式成立，该学区包括文翁
实验中学、文翁实验小学、万春小
学、康河小学和泡桐树小学绿舟分
校五所学校。经过前期发展，这五所
学校已通过多校协作、资源整合，实
现特色课程资源共享，部分学科教
师共享，设施设备共建共享。同时，
学校还加大与社区、家庭的合作与
沟通，构建了中学与小学、学校与家
庭、学校与社区、学校与企事业单位
的“四维一体”学区教育新生态。

在校际互联中，文家学区以
“走教”的形式，实现学区内小学六
年级和初中七年级部分优秀师资
的联合，构建了学段衔接的教研联
结制，让不同学校和学段的教师，
能在一起开展学科备课、德育研
究、教学研讨和听课观摩等教研活
动。同时，整合学区内中小学特色
课程，文家学区构建了特色课程资
源库，并以“学区课程大篷车”的形
式进行开展，从而让学区内的所有
孩子都能够享受到各个学校的特
色课，目前学区已推出的课程包括
泡小绿舟分校的环境课程、万春小
学的剪纸课程、康河小学的川剧课
程、文翁实验小学的国学课程等。

在校社互联中，文家学区也加
大学校与文家街道及周边社区的
合作力度，整合各类资源，共同创
建学习育人的社区环境。

幼儿教师的尊严从何而来，靠
的不是以辛苦博取外界同情，而是
拿出专业素养让外界折服。6 月 10
日，由成都市金牛区教育主办、成都
市第十六幼儿园（以下简称“十六
幼”）承办的“专业·成长——做专业
而有尊严的幼儿园教师”主题活动
启幕。现场，由十六幼一线教师编写
的《玩出的课程》丛书正式对外发
布。据介绍，本套丛书系国内首套幼
儿园探讨游戏与课程复杂关系实践
探索案例书籍，包括《嘉阳的 18 次
挑战》《玩帐篷》《你好，蚕宝宝》《做
泡菜》等4本书。

据了解，丛书结合十六幼平日
开展的活动和游戏课程案例铺开，
助于提升教师观察、解读与支持儿

童能力的智慧宝库、引领幼儿教师
学会解读儿童游戏，通过儿童视角
去观察世界，学习把握支持儿童游
戏的契机和方法。

据该丛书主编之一、成都市第
十六幼儿园园长余琳介绍，丛书内
容取材于幼儿园平日开展的各类游
戏课程。“从游戏中去解读、支持、发
展儿童，读懂儿童的世界，拥有儿童
视角，才是幼儿园老师的专业所
在。”丛书另一主编、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的鄢超云教授在采访
中，就幼儿教师的专业性提出建议，
他表示，不仅要培养幼儿教师观察
儿童的意识和相应的能力，同时还
应大胆谈论想法并写出来，这是专
业成长的重要途径。 （许雯）

成都首个
“学区家委会”成立
家庭、街办、企事业单位都是家委会成员

如何让幼儿玩出高品质？
成都这所幼儿园汇集各类玩法出版了一套书

提到家委会提到家委会，，大家会认为其成员大家会认为其成员
一定是由家长构成一定是由家长构成，，最近在成都市青最近在成都市青
羊新城文家学区成立的第一届羊新城文家学区成立的第一届““学区学区
家委会家委会”，”，打破了这一传统打破了这一传统。。

近近日日，，在文翁实验中学在文翁实验中学，，成都首个成都首个
““学区家委会学区家委会””成立成立，，其成员包括文家学区其成员包括文家学区
内中学和小学的家长代表及文家街办内中学和小学的家长代表及文家街办、、社社
区区、、交警四分局一大队交警四分局一大队、、文家派出所文家派出所、、非遗非遗
博览园等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博览园等企事业单位的代表，，这样的聚这样的聚
合合，，打破学校打破学校、、家庭和社会间的壁垒家庭和社会间的壁垒，，不仅不仅
能实现对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一体化育能实现对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一体化育
人人，，更充分链接学区内的各种教育资源更充分链接学区内的各种教育资源，，
进一步进一步促进文家学区促进文家学区教育新生态的发教育新生态的发
展展。。同时同时，，为保证为保证““学区家委会学区家委会””的顺利的顺利
运行运行，，文家学区采用文家学区采用““学区家委会联席学区家委会联席
会会””制度制度，，即即““学区家委会学区家委会””今今后将在后将在““学学
区家委会联席会区家委会联席会””的指导下开展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工作，，联联
席会主席采取轮值制席会主席采取轮值制，，由学区内的中小学由学区内的中小学
校长轮流担任校长轮流担任，，其中其中，，第一届联席会第一届联席会主席主席
便由文翁实验中学校长郑志军担任便由文翁实验中学校长郑志军担任。。

初夏的骄阳
下，在简阳市老龙
乡中心小学新校
区建设工地上，校
长王富贵的衬衫
早已经湿透，汗水
密布脸颊和额头，
但他一刻也顾不
上自己，眼神一直
盯着拔地而起的
校舍不愿离开。这
片全乡最新、最漂
亮的建筑，自开工
建设以来得到了
全乡人的鼎力支
持，更是 800 余名
在校学生以及家
长的共同期待。

过去的一年，
是简阳教育事业
发展中最为重要
和 关 键 的 一 年 。
2017 年，简阳在成
都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历史
性地一次投入 58
亿元新（改、扩）建
54 所义务教育标
准化学校，努力为
每一个孩子提供
均衡、优质的教育
服务。这是简阳乃
至四川历史上从
未有过的一次大
规划、大投入，致
力于打造现代教
育与城市发展相
融合的现代化教
育体系，努力编织
简阳人心中宏伟
的教育新蓝图。

在简阳教育局政策法规和发展规
划科办公室里，一张学校建设进度的推
进图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在这张图上，
新（改、扩）建的54所学校建设中的方方
面面都能找到对应的内容。科室负责人
戢亮羽告诉记者：“这张图上的54个点，
就是这一年来我们的主战场。”

按照目前的建设进度，到2018年9
月，简阳每个乡镇将至少拥有一所高标
准义务教育学校。每个学校都将拥有图
书室、微机室、美术室、科学实验室、音
乐器材室、标准足球场和风雨球场。同
学们在这里不仅可以进行各种学习和
科学实验，还能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参
与体育、美术、音乐等兴趣拓展课堂。

有了硬件，师资也要跟上。为了孩
子能获取更好的教育，近三年简阳市
公招教师 1298 名（包括高新东区 121
名），极大地补充了师资力量。简阳大
力推进实施“四对一”教育联盟，在成
都市教育局的关心帮助下，锦江区、金
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共派出 12 名干
部教师到简阳市领办、托管，开启了区
域联盟发展步伐，进一步缩小教育区
域差距、圈层差距、城乡差距，实现义
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按照目前的规划和进度，未来我
们这些全新学校的办学基础条件是能
比肩主城区的好学校，这对简阳教育
发展来说是一步大跨越，将确保未来
10年简阳义务教育办学条件不落后，
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李
强普表示。

云龙镇中心小学学生芸芸从小就
喜欢唱歌和画画，“以前学校没有相关
师资和设备，许多有特长、有兴趣的学
生都得不到学习和培养。”说起以前学
校的情况，校长廖华不无遗憾。现在，
一所拥有标准化美术室和音乐室的崭
新学校正在修建，让很多学子看到了
希望。芸芸十分高兴，缠着父母给她购
买了画板和画笔，说自己要先练一练。

“下学期我要好好跟老师学习，把新学
校的美景画出来。”

今年9月，像芸芸一样的6.2万名
学生就将用上全新的校舍和教育软件
资源设备。离新学年还有三个多月时
间，不少在外打工的家长已经张罗着
要把孩子送回家乡的学校就读。家长
黄瑞恒告诉记者：“比外面更好的学
校，这么好的老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
把孩子送回来呢？” （李春雨）

简阳投入58亿建54所学校
一步跨10年打造“教育强市”

自汉代以来长达两千多年的历
史中，简阳一直都是诗书礼乐之乡。
薛涛、雍陶等文人墨客纷纷挥毫歌
咏，留下传颂千年的不朽名篇。五代
至南宋，简阳一地诞生四状元，仅刘
氏一门七代便出进士九人，被誉为

“状元故里”。简阳文风昌隆鼎盛，孕
育无数人杰，“天府雄州”千年美誉名
驰巴蜀大地。

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都市
代管简阳市。当月27日，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正式开工建设，简阳迎来“一
山连两翼”的新时代，成为成都“东
进”战略新格局中的核心增长极，为
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内涵。

站在新时代发展潮头，简阳市
委、市政府在成都市委、市政府的关
心支持下，以“教育强市”为目标，立
足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均衡、优
质、内涵”为基础，坚持创新驱动，深
入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强力推动

“十大行动计划”，不断摸索教育发展
的“简阳方案”，将简阳人才需求与教
育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实现办学与城
市发展的统一，努力实现简阳教育的
现代化。

在2017年庆祝第33个教师节暨
表扬大会上，简阳市委书记赵春淦明
确提出，到2021年，简阳教育基础设
施建设达到成都郊区县（市）平均水
平，教育综合实力进入成都市第一方
阵，教育发展主要指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建成教育强市。

作为简阳教育系统的第一责任
人，简阳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
强普深感责任重大。他认为简单的学
校数量扩张和低层次的教育均衡发
展并不是教育现代化。“简阳教育向
现代教育强市跨越，是简阳落实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办适应新时代发展的
教育、办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教育的
现实抓手。教育现代化必须以质量前
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适应学生的
身心发展规律，满足人民群众的期
盼、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才是真
正的教育现代化，也是我们必须实现
的目标。”

一时间全简阳的目光都投向了
教育，而义务教育均衡化、优质化作
为教育之基，更成为各方关注的重
点。一场关乎城市发展、关乎百年大
计的攻坚战在简州大地拉开了帷幕。

简阳从“历史教育名城”
变身“现代教育强市”

2017年以来，简阳在成都的支持
下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统筹推进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促进全域优质均
衡发展的实施意见》，投入 58 亿元新
（改、扩）建 54 所学校，总规划占地
2557亩，建筑面积约82万平方米。项
目竣工投用后可提供6.2万个学位，将
全面解决简阳未来义务教育均衡化、
优质化、现代化的需求，实现经费投入
基本均衡及办学条件基本均衡。

为了打好这场攻坚战，简阳市委书
记赵春淦、市长易恩弟等四大班子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坚持每半个月分别深入
到每一个联系标化建设学校项目，解决
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问题。易恩弟曾公
开表示，要用最短的时间，建最好的学校。

太平桥镇中心小学老校址占地面
积8亩，是一所办学条件极其普通的农
村小学，无论是生源、师资、环境等均
无优势可言。2017 年 8 月，简阳投入
8834万元新建占地64.78亩的新校区。
该校校长苏永健告诉记者：“当我第一
次把新校区建设的情况通报给老师和

家长时，他们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
春节期间，太平桥镇的许多居民

几乎每天都会来看看新校舍的建设情
况，还有居民买来鞭炮在建筑工地前
燃放庆祝。居民王慧仍记得第一次看
到学校规划图的场景：“想不到会有这
么好的条件。”

在太平桥镇中心小学工作二十年
的体育老师付克勇，做梦也想不到自
己也能在风雨球场内教孩子踢足球、
打篮球。“从泥巴地到水泥地，再到以
后的塑胶跑道、草坪球场和风雨运动
场，学校体育运动场地的改变，是我们
师生和家长的心愿。”

诸多师生家长的无条件支持，触
动了每一个简阳教育人的心，成为每
一个简阳教育人奋斗的动力。为把54
所学校建好，简阳成立核心领导班子
加七大专项工作组，明确一个目标，构
建五大体系。坚持每月一大会、每周一
小会、每天一次数据统计，全体动员、
全员参与，制定出义教均衡攻坚作战
图，上墙公示，挂图作战，全力推动54
所学校建设工期，确保早日投入使用。

58亿元大手笔投入
简阳新（改、扩）建54所城乡一体化学校

一步跨10年
简阳打造10年不落后的“现代化学校”

简阳市新市镇杨家初级中学效果图

全新的校园是简阳孩子们共同的期待

简阳综合实验九义校在新建的操场上跳绳

中学与小学、学校与家庭、学校
与社区、学校与企事业单位的‘四维
一体’育人通道已打通，各类课程的
载体也有了，但怎样保证它们能一直
实施下去，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文
翁实验中学校长郑志军介绍，因此，
学区家委会“应运而生，”这样一个团
队的聚合，能让学区共建教育新生态
从理想变为现实。学区家委会“体现
学校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原
则，将采用”学区家委会联席会“制度
来进行管理，联席会主席由学区内各
个中小学校长轮流担任。

对此，成都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学区家委会”的成立在成都尚属首
例，这种模式有利于促进学区内学校的
优质发展，能实现对学生从小学到初中
的一体化育人，让初中学校关注学生在
小学期间的发展，同时也让小学的学校
了解学生初中的情况，从而“以战略的眼

光来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培养。”此外，
该负责人表示，“学区家委会”将街办、社
区等企事业单位一并纳入，聚合区域内
丰富的优质教育资源，架起家庭、学校和
社会沟通的桥梁，实现从学校到学区的
大教育融通，在促进学生成长的同时，也
让教育带动了整个社区的文明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以此为样板，
成都或将在更多学区进行推广。

当日，成都国际非遗博览园绿舟博
物馆馆长许佳出席了文家学区“学区家
委会”的成立仪式。她表示，成都国际非
遗博览园作为文家街办片区内的全国
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有责任和义务联
动学校和社区，加入“学区家委会”，能
更好地推动学区内青少年和儿童对非
遗的传承与传播，帮他们了解优秀的
传统文化，感受蕴藏其间的精神、情
感和审美，给学区内的孩子提供多样
化的非遗体验。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聚合优质教育资源
文家学区成立成都首个“学区家委会”

打破校际、校社壁垒
文家学区构建“四维一体”教育新生态

成都首个“学区家委会”成立

12 日 ，成 都 市 招 考 办 发 布
《2018年成都市部分普通高中面向
全省、全市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招
生计划报考须知》，今年成都有六所
普通高中面向全省招收艺术、体育
特长生，分别为成都市第十八中学
校、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四川省成
都市武侯高级中学、四川省成都列
五中学、四川省成都华西中学、成都
市华阳中学；三所普通高中面向全
市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分别为成
都市盐道街中学、成都市第十一中
学、成都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学生可报
面向全省招生的艺术、体育特长生：
参加成都市（22 个区（市）县）2018
年中考报名的考生；未参加成都市

2018 年中考报名的四川省户籍应
届初三毕业生。符合以下条件的学
生可报面向全市招生的艺术、体育
特长生：参加成都市（22 个区（市）
县）2018 年中考报名的考生。报名
时间为6月25、26日。

部分普通高中面向全省、全市招
收的艺术、体育特长生纳入成都市

“5+2”区域统一录取，在第一批办理
录取手续。在第一批录取时，按成都
市中考政
策 ，实 行
按类别先
后进行投
档录取。
成都商报
记者 张瑾

经四川省教育厅、成都市教育
局批准，2018 年成都市成都七中
（高新校区）、成都十八中、成都列五
中学将面向全市招收校园足球高水
平运动员预备班（以下简称校园足
球班）。具有成都市（22 个区（市）
县）户籍的2018年应届初三毕业生
均可报考。每位学生限报一所学校，
除成都十八中男、女兼招外，其余学
校限招男生。

校园足球班招生纳入第一批
录取管理，与艺体特长生同时办理
录取手续，未完成计划不结转，由
学校负责
组 织 生
源 ，报 批
后办理录
取手续。
成都商报
记者张瑾

成都三所中学面向全市招收
校园足球高水平运动员预备班

今年成都六所高中面向全省招收艺体特长生
6月25、26日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