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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座金梯奖，致敬我们的2018！

辛苦了，15万成都基础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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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由成都市教育局指导，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推出的年终巨献——2018“教育影响城市”成都基础教
育EPC年度盛典隆重举行，在22个区（市）县教育局、中小
学、幼儿园以及民办教育集团代表的共同见证下，年度教育
事件、年度面孔、年度教师、年度教育管理创新奖、天府文化
传承奖、志愿服务公益奖等六大奖项70个大奖依次揭晓。

经过近1个月的申报和评选，由教育主管部门、教育专
家、社会文化名人和成都家长代表等35位各界代表组成评
委团共同选出了70名获奖者。权威的数据，动人的讲述，深
厚的感情，时长一个多小时的盛典进行中，全场多次响起热
烈的掌声。一座座流光溢彩的奖杯，记录着每一个成都教育
进步的印记，也致敬着每一位不惮前驱的优秀教育人。

打造天府学堂系列活动打造天府学堂系列活动

用天府文化润泽百万天府少年

自成立至今，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见证着成都教育一路向前，同时
发挥着媒体担当，推动成都教育不断
发展。早在2017年，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就携手成都市教育局，共同推出

“天府学堂”，旨在通过媒体的力量，
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让天府文化沁
润百万成都孩子和家庭。

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一直发挥
着自身在资源整合能力、传播能力以
及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优势。除了举办
大型活动外，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
还用“研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带
领全市中小学生用脚步去丈量我们
生活的这座城市，去感受和记录天府
文化，从而传承天府文化。

2018年，由成都市教育局指导，
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主办并运营的

“天府学堂”正式启动，并成立“天府
文化研学课程研发中心”，根据不同
年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推出了首批
8大天府文化研学主题，共计24条研
学游线路，邀请了68名天府文化领域

的名家名师担任导师，共计开展128
场天府文化主题研学，带领11630名
学生从不同方面感受天府文化，累计
行走路线达到348900公里。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了解和感受
天府文化，避免走马观花式的简单浏
览，“天府文化研学课程研发中心”设
计了以“先导课程+实地研学+成果展
示+研学评估”为核心的系统化研学
课程体系，让孩子们在开始研学前，
通过先导课掌握对应主题的基础知
识，带着问题去展开对天府文化的实
地探究，获取有关知识，最后再通过

《研学手册》、手抄报、调查报告等形
式多样的成果呈现方式，将研学过程
所学知识内化，去展示和传播孩子们
对于天府文化的理解和感悟。

天府学堂天府学堂20192019四大主题研学课程发布四大主题研学课程发布

四大导师加盟名家导师团

在2018年的基础上，2019年的天
府学堂研学课程再次升级。成都商
报·成都儿童团紧紧围绕成都市教育
局等11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指导意见》，结合

天府文化特色，依据从古至今的时间
轴，通过全新升级的城市生活、历史
传承、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四大主题
研学课程，让百万天府少年循着历史
足迹，多维度地感受成都独有的城市
文化韵味，去解读、探索和畅想这座
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其中，城市生活系列课程，将通
过美食、绿道、街道等不同主题，把城
市的真实场景变成“课堂”，让孩子通
过对城市生活的探索，去发现遍布成
都每一个角落的城市生活美学；

历史传承系列课程，将会带领孩
子近距离触摸天府文化中最具代表
性的文化地标，全方位地了解成都的
历史和文化，深入探寻成都滋养千年
的城市气质；

人文社科系列课程将通过对特色
建筑、诗歌、阅读等不同主题的研学，
让孩子感受成都浸润心扉的城市韵
味；自然科技系列课程，则将围绕科
技创新、未来社区规划、海绵城市等
研学主题，让孩子进一步了解城市日
新月异的发展，感受城市创新创造的
魅力，在发现更多有趣知识的同时，
拥抱创领未来的城市梦想。

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学习四大
精品研学主题课程，在当天盛典活动
现场，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还特别
聘请了《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
川菜顾问石光华，国家一级博物馆成
都武侯祠首席讲解、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MBA客座讲师李志，教授级高
级建筑师、市政协委员、川西林盘专
家刘卫兵，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四
川省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数字文化
产业专家马天琛等专家加入天府学
堂名家导师团，担当课程导师。

“无论美食还是建筑，都是源远
流长的天府文化的一部分，为孩子讲
述对应的历史文化知识，让孩子身临
其境地感受我们祖辈在历史长河中
创造的璀璨文化，在了解的基础上学
习传承。”

导师们纷纷表示，“天府文化的
教育传承，需要全体市民的共同参
与。未来，希望更多人能够加入进来，
为天府文化的传承做出力所能及的
贡献，和我们一起带领孩子触摸城市
的脉动，感受城市的温度，参与城市
的变革，让天府文化入眼入脑入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沈兴超

星星点点的流光，仿佛
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划过会
场的天花板，汇聚在荧幕四
周，将“天府向上 育·见未
来”的盛典主题装点得格外
闪亮。回顾成都教育改革开
放四十年的镜头在荧幕上逐
一闪过，无数个难忘的光影
片段定格成盛典的徽标，拉
开了盛典的大幕。

“过去一年，这座城市里
发生了许许多多跟教育有关
的事。作为西南最大的主流教
育媒体，成都商报·成都儿童
团见证着成都教育一路向前，
同时也记录着成都教育的发
展历程。”

主办方数据显示，2018
年，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总
共生产各类稿件3678篇，全年
全网阅读总量超过2.5亿人

次。根据这些数据，典礼率先
发布了年度教育事件，入选的

“成都构建环高校基础教育发
展生态圈”、“成都中小学、幼
儿园布局规划修编出台”、“成
都小升初实行公办民办同步
招生，民办本地生源计划的
30%随机派位”等多个年度教
育事件的全网关注量都达到
了百万级。

“基础教育是立德树人的
事业，也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
基工程。”主办方表示，“作为
一家与这座城市并肩走过25
年的媒体，我们在记录这座城
市点滴的同时，也同样记录成
都教育每一个前进的脚步。这
一个又一个的数据，既是在如
实记录2018年成都教育发生
的大事，同时也承载着这个城
市百万家庭的关注与期待。”

记录成都教育的2018
翻了100多袋垃圾，只为帮学

生找到丢失眼镜的生活老师、把
自己一生都献给山区教育的农村
校长、与病魔一边顽强斗争、一边
坚持学习的普通学生…“2018年，
成都教育不仅有这些影响万千师
生，引发广泛谈论的大事，也有一
个个默默无闻，却让人热泪盈眶
的平凡面孔。”

轻缓的音乐响起，四位不同身
份的面孔讲述人依次走上舞台，讲
述过去一年，那些给他们留下深刻
记忆的面孔背后的故事。其中，简
阳全体教育人以群像的形式入选
年度面孔。在颁奖环节，荧幕上上
百张孩子的笑脸拼成了爱心的形
状，简阳市教育局局长李强普特意
带上了两个孩子，一同上台领奖。
2018年，简阳以97.5分通过“义务
教育均衡县”国家督导评估。全市
一百多个村小的学生，顺利搬进了

54所新学校，6万多名孩子洋溢出
幸福的笑脸，“这一张张笑脸背后，
是孩子们幸福感的真诚流露。”李
强普表示，这是对成都教育最好的
赞美，也是推动简阳教育继续奋发
前进的精神动力。

盛典最感人的一幕，出现在志
愿服务公益奖的颁奖环节。在川师
大实外校门口担任义务交通指挥
员、风雨无阻12年的杨爸爸的故
事，让嘉宾们为之动容，“一位爸
爸，在自己女儿毕业后10多年，仍
然坚持每天在学校门口护送所有
孩子上学放学。在自己离开以后，
留下一支特殊的爱心家校护卫队，
继续守护每一位孩子。”动情的讲
述、感人的画面，听完杨爸爸的故
事后，现场的嘉宾们纷纷动容落
泪，一位嘉宾说，“在杨爸爸身上，
看到了父爱的伟大力量，情不自禁
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舞台灯光逐渐暗淡，婉转的钢琴声
慢慢响起，一束追光投射在正在演奏的
主角身上，他闭着眼睛，忘我地敲动琴
键，伴随着琴声的回荡，一个中气十足
的声音开始响起：大家好，我是成都电
台《风雨人生》节目主持人吴军……

颁奖典礼上，一段“特殊”的表演吸
引着现场嘉宾的目光，之所以“特殊”，是
因为在这段表演中，弹奏钢琴的段重生
和播音的吴军都是盲人，他们都毕业于
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如今，他们一个成
为了电台节目主持人，一个从北京联合
大学毕业，从事着音乐教育的工作。

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成
都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常江源的学生。

“在过去30年的教学经历里，常老师一直
用爱，为特殊的孩子们编织了一双自由
飞翔的翅膀。2018年，成都教育也涌现出
许多像常老师一样优秀的引路人。”

在年度教师的颁奖环节上，颁奖嘉宾
由成都教育圈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来

自原成都师范学校的姜蜀菲、冯淑蓉、彭伯
初担任。三位教育人培养了包括万汇国际
学府总校长蓝继红、成师附小校长黄敏洁、
成都市实验小学原校长陆枋、金苹果公学
校长苏红利等在内的数以万计的优秀教育
人，当三位老师出现在红毯上时，观众席里
的校长和老师们纷纷起立鼓掌，给三位教
育界的老前辈献上了最崇高的敬意。

伴随着《众里寻你》的歌声，30位年
度优秀教师手捧鲜花，踏上红毯缓，步向
舞台，30位成都商报小记者依次排队，向
老师们献上奖杯并行礼，掌声经久不息。

“盛典不仅彰显了一个城市的教育
能量，也让我们看到了催人奋进的激
情。”参与此次盛会的嘉宾们纷纷为盛
典点赞，“每一个环节都充满惊喜感和
仪式感，每一个讲述的教育故事都感人
至深，每一个奖项都体现出厚重的教育
情怀，这场年终回顾和盘点，堪称是对
成都教育2018年最好的记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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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最动人教育情

聚合多方资源
让天府文化润泽百万天府少年

16日，由成都市教育局指导，成都商报·成都儿
童团推出的2018“教育影响城市”成都基础教育
EPC年度盛典颁奖典礼隆重举行。活动现场，成都
商报·成都儿童团特别发布了天府学堂2019四大主
题研学课程，并聘请了《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
川菜顾问石光华，国家一级博物馆成都武侯祠首席
讲解、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MBA客座讲师李志，
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市政协委员、川西林盘专家刘
卫兵，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四川省五四青年奖章
获得者、数字文化产业专家马天琛等专家加入天府
学堂名家导师团，担当课程导师，共同带领百万天
府少年传习天府文化，与城市共成长。

70座奖杯逐
一颁出，全城见证
成都教育与城市
最美育·见时刻

年度盛典上，成都商报·成都儿童团特别聘请四位
专家加入天府学堂名家导师团，担当课程导师

天 府 学 堂 2019 四 大 主 题 研 学 课 程 发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