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福九寨
四川加油

昼夜驰援
向灾区挺进

A02

声音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见习记者 陈竹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 出品

下载游狗狗APP 跟着狗狗去旅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罗永攀 李析力 实习生 龙伟豪

扩建改建 交钥匙工程新增学位万余个

主编 欧泓村 美指 李璐 版式 徐剑 秦刚 吴静 肖遵怡 图编 任琦 王小村 校对 陈林

彩票看台：福彩3D游戏第2017214期开奖：3 1 3；七乐彩第2017092期开奖：04 05 09 11 20 21 29+24；体彩大乐
透第2017092期开奖：03 07 09 17 34+04 05；排列5第2017214期开奖：4 2 3 4 2；排列3第2017214期开奖：4 2 3

市长公开电话：12345 消费申诉举报热线：12315 电力投诉：95598 自来水投诉：966886 电信局投诉：10000 交通肇事：122 环保投诉热线：12369 广告热线：68892211 发行热线：966977 举报新闻敲诈、虚假报道电话：63907049、63910681 本报地址：渝北区空港新城同茂大道416号 邮编401120 定价：1元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50-0004价值决定影响力 966965

商报新闻QQ：800002320
新闻热线

大渝网http://cq.qq.com
重庆商报网http://www.chinacqsb.com互动

网站
今日8版

总值班 胡钊钦 第7310期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农历丁酉年 闰六月十九 26～37℃多云间晴

重庆商报讯 在濯水风雨廊桥
上与爱人鹊桥相会是怎样的美妙；在
爱丽丝庄园来一组婚纱秀又是怎样
的体验……昨日，记者从团市委了解
到，本月26日~27日“青春有约·追爱
专列”2017重庆市千名单身职业青年
交友联谊活动将走进黔江，让单身青

年们寻找命中的他/她。
“‘青春有约·追爱专列’是全国

首个专为单身青年男女交友联谊打
造的主题列车，我们承包了 9节车
厢，大约可以容纳1000人。”团市委
负责人刘文洋表示，9个车厢将分
为怀旧、现代、文艺三种风格，并对
其进行装饰。“我们的怀旧风将会把
知青元素融入列车，同时也让青年

们穿上那个年代的衣服，体验父母
那个时代的爱情。”

据介绍，青年们将在车厢内进行
“十分心动”、“爱的温度”、“心有灵
犀”等趣味游戏，以便在参加游戏的
过程中实现沟通、初识；专列抵达黔
江后“对对碰”、“古镇脱逃”、“廊桥相
约”、“赶爱尬舞电音啤酒美食节”等
活动也将拉近彼此距离。值得一提

的是，牵手成功的单身男女青年将免
费获赠一份爱丽丝庄园情侣艺术照，
让他们体验一场梦幻美妙的婚纱秀。

记者了解到，此次活动面向40
岁以下的单身职业青年招募。机关
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单
身职业青年由所在团体统一报名；
单身职业青年可通过重庆共青团微
信公众号抢票报名，活动全程免费。

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十九大
——四论把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作为当前重大的政治责任

重庆日报评论员

让每个孩子沐浴教育均衡的春风，从加大力度保障优先发
展战略，到全面落实课程改革建设，再到实施教师走教和交流
制度……一系列强有力举措让南川区义务教育实现均衡式发展。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来渝视察时强调，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注
重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
民群众，使人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特别是要从解
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
底性民生建设，全面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满足老百姓
多样化的民生需求，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把好学校建在老百姓的家门口、让好老师
留在学生身边、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精彩……这是南川对老百姓的
承诺。公平的教育资源，公平的入学机会，让南川教育在城乡教育
一体化的道路上越走越开阔。

安全稳定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宁
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是政治要求，是确保十九大
胜利召开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
度，多次就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是我们必须
牢牢把握的基本遵循和根本指针。
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前不久召开的迎
接十九大安全稳定工作会议部署要
求，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的政治责任，进一步提高认识程度、
工作力度和执行强度，全力以赴抓安

全、保稳定、促和谐，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有方、守土有效，以安全稳定的
社会环境迎接十九大。

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十
九大，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
强做好安全稳定工作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唯
有从思想和政治的高度提高对安全
稳定工作的认识，才能更好地付诸
实践、见诸行动，把安全稳定各项
工作抓实抓好。总体上看，当前全
市政治大局稳定，社会和谐安定，
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提
升。同时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市

安全稳定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不安
全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要全面把
握当前安全稳定工作形势，强化问
题导向和底线思维，高度重视、高
度警惕、高度负责，时刻绷紧安全
稳定这根弦，集中排查整治突出问
题，努力消除各类隐患。只有以高
度的责任意识、强烈的忧患意识，
勇于直面挑战、善于解决问题，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能提高
对各类矛盾风险的发现、防范、化
解能力，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十
九大，要进一步聚焦重点，扎实有

效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举一
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做
任何事情都要抓住重点、抓好关
键 ，这 样 才 能 有 的 放 矢 、事 半 功
倍。迎接十九大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强调的“七个坚决防止”和“六个着
力”，是做好安全稳定工作需要聚
焦的重点。要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
首位，防控经济领域风险，抓好信
访维稳工作，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做好意识形态
和网络安全工作。抓好这些重点工
作，要从大处着眼、从实处着力，抓
重点、抓关键、抓薄弱环节，强化源

头治理、排查化解、预警预报、应急
应对，构筑维护安全稳定的坚强防
线。当前，我市持续高温天气，又
处于主汛期，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高温和汛期安
全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好
防暑降温各项措施，密切防范地质
灾害等各类灾害发生，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以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十
九大，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推动安
全稳定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发展是
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安全
稳定工作能否做细做实，关键在于

责任能否落到实处。做好安全稳定
工作，要落实领导责任，做到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各负其责、严肃问
责。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
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
的政法队伍，构建党政统揽、部门
履责、政法担当、群众参与的大维
稳格局。基层稳则全局安，要强化
基层力量，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
沉、保障下倾，使安全稳定工作基
础更加扎实、运转更加顺畅。要通
过扎扎实实的工作，把安全稳定各
项任务落到实处，为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青春有约“追爱专列”26日邀你免费到黔江寻爱

农村教育需求萎缩，教育资源
的梯度转移，导致城区及中心集镇
教育供给不足，造成了严重的结构
性矛盾。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势在必行。“过去的教育改革，更
多的是解决老百姓‘有学上’的问
题。”王灿介绍，在当前教育结构性
矛盾突出的现状中，南川更多关注
如何缓解城镇优质资源集聚与农村
教育短板突出的矛盾。“我们意识
到，解决优质资源的区域调度，就是
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灵魂”。”

为此，南川区采取了多项举措。
仅在教育投入上，过去的 3 年就达到
了 32.58 亿元，2017 年初再投入 8751

万元，用于全区学校运动场软化及新
建学校装备配置；2016 年通过走教、
支教、轮岗交流等方式调度教师 400
余人……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通过增强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供
给，缓解结构性矛盾，实现城乡教育一
体化，也让教育为区域经济建设的主
战场添砖加瓦。大量农民工进城，城
郊、工业园区等人口集聚，随迁子女的
入学需求相应加大。南川区早在
2014年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出台了
相应政策：流入地无条件接纳随迁子
女就近入学。

眼下正是高温天气，但是在南
川区九鼎山小学的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加紧施工。这是一所即将
投入使用的新学校。到今年9月，
这里将迎来一批小学生入学。“九
鼎山小学招生后，将有效缓解南川
城区的隆化三小、隆化六小、隆化
七小三所小学压力。”南川区教委
副主任王灿表示。

与此同时，隆化三小扩建工程
现场建设如火如荼。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建设力度的加
大，进城人员不断增多，越来越多
的农村学生进城就读，隆化三小入
学就读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校原
有的规模、设施已远不能满足发展
需求。南川区于去年底启动隆化三
小扩建工程，完工后，2000余名学生
将拥有充足的校舍和活动场地。

“九鼎山小学和隆化三小，仅
仅是南川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一个缩影。”王灿介绍，社会发
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
向城区及中心集镇涌入，导致南川
城区及中心集镇学位紧缺、大班额
突出，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普遍薄弱
等问题。“再筹措资金10.8亿余元，
用于补足校舍场地和教育装备两
大短板。”南川给出了这样的有力
回应，包括九鼎山小学、新城区初
中、书院中学、隆化二小等新建、迁
建、改扩建项目陆续动工。数据显
示，2016年南川区新建、迁建城区学
校5所，改扩建城区和中心集镇学校
7所，并实行“交钥匙”工程。

目前，隆化一小A区、北师大
南川附校一期均已竣工投用，增加
城区学位5000余个。其余在建工
程将于 2017 年 9 月全部竣工投
用。届时，累计新增城区及中心集
镇学位1万余个，将有效缓解大班
额问题。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人口变
动趋势和群众教育需求也出现了
新的变化，南川教育出现了城镇师
资紧缺、农村学校师资及学位富余
的新问题。

“我们意识到，择校问题的根
本就是选择优质教育资源、选择优
质师资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提升
农村师资水平，大批农村学生将涌
入城区，城区及中心集镇建再多的
学校也解决不了学位不足的问题。”
王灿介绍，南川区把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特别是农村学校师资水平的提升
作为缓解入学矛盾的关键。

一方面，通过全面开展干部教师
轮岗交流，充实了农村地区薄弱学
校、薄弱学科力量，最大限度缓解了
农村教师结构性缺编矛盾。另一方
面，通过招聘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毕
业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区外引进
等方式，新增教师234人，使全区教
育人力资源进一步得到优化。

优化师资队伍既要“输血”，更
要“造血”。南川区积极探索融合
办学、集团办学、捆绑帮扶办学等

模式，区内优质校与薄弱校结成18
对帮扶对子，3所学校和主城优质
学校结对，“新校+弱校”、“名校+
弱校”的帮扶模式，有力推进优质
教育资源向薄弱学校扩展。

木凉镇中心校是一所典型的
乡村学校，在帮扶结对中与隆化一
小等3所学校开展结对帮扶，通过

“影子教师”跟训实践，一起跟班听
课、随班上课，参与到班级管理、学
科教研等活动中。在为期一年的
交流活动中，教师们表示收获颇
丰。该校教师熊常敏表示：“通过
跟岗交流，让我教育视野更加开
阔，特别是在如何更加有效地管理
班级等方面收获很多。”

结对发展、影子研修等方式让农
村教师快速成长，极大地提升了薄弱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在最近一次南
川区综合目标考核中，木凉镇中心校
还获得全区综合目标考核一等奖的
优异成绩。这样的学校不是个例，有
的学校甚至出现生源回流现象。家
长们感叹：“家门口的学校越办越好，
没有必要再去城里择校了。”

今年初，马嘴实验学校专职音
乐老师和体育老师均调离本校，可
急坏了杨忠福校长等一班人，这意
味着全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八个班
级无专业音乐、美术老师上课。

学校正一筹莫展的时候，南川区
政府教育督导室提出，可以以片区为
单位，采用走教的方式，弥补个别学校
学科教师的不足，实现资源共享。

东城教育管理中心根据马嘴实
验学校的具体情况，便在片区八所
学校内为该校物色美术和音乐老
师，经过学校推荐，本人自愿，分别推
荐了隆化五小的重庆市级美术骨干教
师何云翔同志和隆化八小优秀音乐教
师曾德贤同志到马嘴实验学校开展走
班教学，两位老师在做好学校本职工
作的同时，一个星期利用一天的时间
到马嘴实验学校进行教学，同时对该
校的老师进行培训。

“走教形式的开展，也为我们探
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子，特别是这种
城乡学校之间开展的走教活动，既

是一种资源共享，又是一种特殊的“均
衡”，为城乡教学一体化提供了参考和
可能。”南川区东城片区教管中心主任
张承刚介绍，马嘴实验学校的走教是
一种实现城乡学校教师资源共享的模
式。“而东胜小学为了实现中心校与村
小的教师资源共享，也探索了另外一
种校内走教的模式。”

东胜小学地处城乡结合部，辖
区内有中心校一所，村校一所，由于
种种原因教师年龄老年化，艺体学
科师资缺乏，特别是村校无专职英
语及艺体学科教师，课程实施效果
较差，教学质量不高。由于村校缺
乏艺体老师，教导处在排课时，对英
语、体育、音乐等学科老师的课程实
行中心校、村校跨校排课，中心校艺体
教师到村校上课，实行辖区内各校教
育资源的共享，保证了课程的开齐上
足和实施质量。通过校内中心校与村
小的教师走教，学校连续三年获得第
一名，中心校和村小组队参加各种比
赛获得奖励。

校际合作 缩小办学差异缓解入学矛盾

老师走教 资源共享实现教育均衡发展

推进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学生们在太极选修课学习太极拳

书院中学的大课间活动，孩子们在表演篮球操。 本组图片由南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南川三中舞蹈班室外形体课

看看南川是如何破题城乡教育一体化困局的看看南川是如何破题城乡教育一体化困局的

“家门口的学校越办越好，
没必要再去城里择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