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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渠 教 育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发展的根本任务。办好民办教育要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不仅要狠抓教学质量提升，让
更多孩子有机会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更要在育
人上下足功夫，为孩子的幸福未来奠定坚实的基
础。

日前，记者走进达州新世纪学校，和该校校
长谭勇就如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民办
学校高质量发展进行了深度交流。

记者：你对立德树人是怎么理解的？
谭勇：立德，就是坚持德育为先，通过正面教

育来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树人，就是坚持以
人为本，通过合适的教育来塑造人、改变人、发展
人。作为教育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融入教育教学各个环节，努力培养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记者：升学率一直是社会大众衡量一所学校
办学质量高低的标尺。你认为要如何正确处理
立德树人与教学质量提升的关系？

谭勇：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我们要坚持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才，树立身边的榜样，以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学
子前行，大力提升教学质量。以达州新世纪学校
为例，生源质量相对较差，很多孩子来自偏远乡
村，我们坚持对学生进行思想引领和强化行为习
惯养成教育，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不断提
高学生的学习力，每年要向高校输送一批优秀学
子，不少B、C等级的考上了本科甚至重本，赢得
了社会的普遍赞誉。

记者：达州新世纪学校在立德树人方面有哪些
特色亮点？

谭勇：我们从培养学生入校、到班、就餐、集
合集会的基本行为习惯开始，把养成好习惯作为
德育教育的基础课、必修课，强化学生养成教
育。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学会学会
生活，学会学习，学会感恩，学会合作。“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在培养学生的学习力方面，我
们提出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要提升学
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毅力。把时间还给学生，把
方法教给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做到“三带”(把爱
心带进课堂，把激情带进课堂，把方法带进课堂)、

“四点”（教学容量小一点，节奏慢一点，方法活一
点，练习精一点）、“五让”（让学生观察，让学生思
考，让学生表达，让学生动手，让学生解决问题），
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生生关系。

记者：关于培养学习力方面，你有什么独特
见解？

谭勇：一是兴趣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学生学习
力的高低，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良
好的学习氛围有利于提高学习力。三是和谐的
师生关系是促进学生的学习力的良方。四是把
学习主权交给学生是提高学习力的重要途径。

记者：请你谈谈如何实施活动育人？
谭勇：活动育人形式多样。如开展师生书法

美术摄影手工制作比赛、以爱国主义教育、安全
教育、理想前途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主题班会活
动、师生才艺展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读书节
活动、趣味体育比赛、心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等。还可以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加关爱老人志愿服务及其他社
会实践活动。

记者：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教师是关键。你对锤炼教师队伍
有些什么看法？

谭勇：学校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学校生存之基，抓好抓落
实。要通过多种手段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为他们在
工作、生活方面创造更加优良的环境，让他们有更多归属感、获得
感。、构建年轻教师帮带制度，开展师徒结对，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等方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学校要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
兼备的用人导向，用“德”字来培养教师和学生，依“德”字来评价
教师和学生，凭“德”字来任用教师和学生干部，以“德”字来监督
教师和学生。围绕“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等要求，从落细、落
小、落实入手，形成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多位一体化育
人，促进青少年树立崇高理想，担负时代使命。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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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通讯员 袁成强）为继
续深入开展好“法律进学校”工作，11月5日—6日，达州市教育局
在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开办第六期“法律进学校”专题培训班。
各县（市、区）教科局、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法治教育工作分管领导、
股室负责人，各县（市、区）、高新区、 市本级院校园法治副校（院、
园）长、法治教育骨干教师代表共80余人参加集中培训。

培训期间，市教育局邀请法律界专家，通过专家讲座、案例分
析等方式，对参训学员进行现场培训。全体学员认真聆听，并做
学习笔记。

培训结束，市教育局组织所有参训人员参加了法治教育应知
应会考试。

“通过参加‘法律进学校’专题培训，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提升
了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真是受益匪浅。”来自达州风华职业技术
学校的学员王静说。

达州市教育局
开办“法律进学校”专题培训班

每天清晨，他早早地骑着摩托车驶向
镇上……上课之前，他得将学生中午要吃
的新鲜蔬菜采购回来。一年四季，从不间
断。

每天放学后，他首先要做的是看学生
是否已回家，教室的门窗、电灯是否关好。

他在这所村小已工作了九年，因为认
真负责，深受村民喜欢。有人叫他“郝老
师”，也有人叫他“郝校长”，村民们流露出
的，是对他的尊敬和信任。

他就是达川区万家镇碗厂小学向阳
村小主任教师郝成傲。

感恩组织
到条件最艰苦的地方去

2011年9月，大学文化的郝成傲通过
招考方式进入教师队伍，被分配到离达城
近百公里的偏远农村学校——达川区万
家镇碗厂中心小学任教。

碗厂小学下辖向阳村小，交通极为不
便，出行基本上靠摩托车，令很多老师望
而生畏。

学校安排郝成傲到向阳村小任教，郝
成傲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岗位，欣然
选择了同意，“既然组织信任我，我就到最
需要教师的地方去”。

“刚来时，住的寝室不足 10 平方米，
窗户漏风，洗漱要到供师生课间使用的洗
手台，厕所是一所公用厕所。”郝成傲说，
当时还没有通网络，也没有电视可看，每
天放学后，宁静的校园很冷清。

村小开设幼儿班及一至六年级共 7
个班，只有5个老师，他接受了二、三年级
2个班的复式教学任务。

如今，这里的村道已硬化，办学条件
越来越好，不仅有网络，各班还用上了“班
班通”现代教育技术设备。村小开设了含
幼儿班在内的7个班，有学生近百人。郝
成傲说，“党委、政府关心教育，中心校关
怀村小教师，是这所村小越办越红火的根
本原因。”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是乡亲
们共同的愿望。看到山里的孩子一个个走
出了大山，我打心眼里为孩子们高兴，蛮有
幸福感。”眺望大山，郝成傲说：“在这里工
作9年，我找到了工作的成就感。我对自
己当初的选择，一点儿也不后悔。”

以校为家
陪伴乡村孩子成长

郝成傲回忆，九年前刚到村小时，他
有些心酸，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山路到

学校上课，中午不能回家吃饭，就只好早
上出门时把午饭带到学校，中午将就着
吃。冰冷的饭菜让孩子们难以下咽，也凉
了他的心。

他想为学生蒸饭。说干就干。中心
校为村小添置了蒸饭用具。几年来，他主
动给学生蒸饭，且分文不收。乡亲们都
说，“郝老师是铁了心要留在这里，想把我
们的娃娃教好。”

后来，国家实行营养餐改善计划，中
心校为村小修建了标准的小伙房，让孩子
们吃上了放心营养餐。为了让孩子们吃
了新鲜蔬菜，他主动承担了为学生每天采
购新鲜蔬菜的任务。

周日下午去学校，周五下午才回家。9
年来，郝成傲以校为家默默无闻地奉献着青
春和热血。晚饭后，留守学校的郝成傲看见
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他也不由思念家人。

他说：“不能经常回家陪伴家人，我有些愧
疚。但一想到乡亲们都离不开我，我教的学
生都很喜欢我，我就开心了。”

关爱学生
乡村孩子的“留守老爸”

“乡村小学 90%以上学生是留守儿
童。郝成傲就是这所村小孩子共同的‘留
守老爸’。”向阳村村民刘军说，“和他的姓
一样，郝老师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好老师。”

村里有一对双胞胎李大双、李小双（化
名），父母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双双外出务
工。小学六年级时，李大双、李小双有了辍
学的想法，父母也支持。郝成傲不停地给
这两个孩子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对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金钱关。还多次跟李
大双、李小双的父母打电话，打消他们接孩
子去打工的念头。如今，两个孩子都顺利

地升入了初中。
李大双、李小双的父母逢人便说：“幸

好郝老师及时劝阻，不然，我们一家人就
在娃娃的教育上犯错了，耽误了孩子们的
前程。”

“在这偏远的山村里，唯有教育才能
够改变乡下孩子的命运，唯有关爱能够让
教育之花开满整个山村。”郝成傲表示，留
守孩子最缺失的是陪伴。只要一有空闲
时间，他就喜欢给给孩子们讲童话、寓言
故事。通过这些故事，他让孩子们感受到
了陪伴的温暖，也让孩子们从中学到了不
少做人的道理。

“只要向阳小学还有一个学生，我都
会坚守在向阳小学。”记者离开时，郝成傲
这样说道。

□文/图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陪乡村孩子成长，我很幸福”
——达川区万家镇碗厂小学向阳村小主任教师郝成傲的故事

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

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正
火热征稿。

日前，本报记者就中小学生普遍关心
的参赛问题采访了大展赛组委会相关负
责人(以下简称组委会)。

记者：我市为什么要持续开展达州市
青少年书画大展赛?

组委会：达州市青少年书画大展赛每
两年举办一次，本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是
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开展达州市
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是为了进一步
落实市委文艺工作座谈会及达州市《繁荣
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实施意见》等“1+3”
系列文件精神，充分展示我市青少年书画
艺术风采，提高我市青少年文化艺术水
平，选拔和培养优秀艺术人才。

记者：和往届青少年书画大赛相比，
达州日报社旗下媒体为何对达州市第三
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宣传力度更大？

组委会：本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和前
两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相比，规格更高。
前两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由达州日报社
主办，本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由中共达州
市委宣传部、达州市教育局、达州日报社
共同主办，515 艺术创窟、达州日报教育
周刊承办，达州市尔雅传美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达州市书法家协会、达州市美术家
协会、巴山书画院、四川文理学院美术学
院共同协办。

达州日报、达州晚报、达州日报网、秦
巴网、掌上达州APP、云达州APP、达州日
报社官方微博、达州日报官方微信、达州晚

报官方微信、515艺术创窟官方微信微博
等官方媒体，为这一活动提供宣传支持。

记者：我市中小学生参加达州市第三
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有何具体要求？

组委会：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
展赛作品征集工作由达州日报教育周刊
承担，个人报名参加展赛的学生，直接将
参赛作品选送达州日报教育周刊编辑室

（达州日报社403、404室）。集体报名参
加展赛的学校，需统一填写作品登记表，
将作品登记表及参加展赛的作品一并选
送达州日报教育周刊编辑室。

依据参展规则，不同类别，每人限投1
件近期原创作品，且必须拥有独立、完整
的著作权。

记者：对不同类别作品有什么要求？
组委会：分书法类和美术类两个大类

征稿。书法类作品要求：作品内容积极、
健康向上；书体不限，作品具有完整性（包
括正文和款识），尺寸不小于四尺对开，不
超过六尺整张；草书、篆书需附释文；作品
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正楷注明作者姓名、
性别、年龄、书体、作品名称、作品尺寸、指
导教师、所在学校、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可以为指导教师电话）。美术类作品要
求：画种设国画类、素描类、色彩类和综合
材料类。作品要求思想性、艺术性强，色
彩鲜明。作品背面请用铅笔正楷注明作
者姓名、性别、年龄、画种、作品名称、作品
尺寸、指导教师、所在学校、联系地址、联
系电话（可以为指导教师电话）。

记者：硬笔书法可以参赛吗？

组委会：当然可以。硬笔书法作品的
要求是：书体不限，作品具有完整性（包括
正文和款识）。建议采用 3A、4A 硬笔书
法作品纸，底纹素洁即可。

记者：参加书画大展赛是否需要交参
赛费？

组委会：跟往届一样，本届书画大展
赛,大赛组委会不收取任何费用。

记者：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
赛如何设置奖项？

组委会：按书法类少儿组（小学）、书
法类青少年组（中学）、美术类少儿组（小
学）、美术类青少年组（中学）分类，由专家

评审组按组别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
奖若干。同时设优秀指导教师奖和优秀
组织奖若干。

记者：学生作品获奖，有现金奖励吗？
组委会：主办方将为作品获得一、二、

三等奖的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及数额不等
的奖金。

记者：未参加大展赛的师生有机会观展吗？
组委会：颁奖活动暨开展时间将于

2021年1月中旬举行。展览地点：515艺
术创窟，展览时长为1个月。欢迎全市书
画爱好者前往观展。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鲸印

展示书画艺术风采 选拔优秀艺术人才
——达州市第三届青少年书画大展赛组委会答记者问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老师指导学生进行书画创作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老师指导学生进行书画创作。。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万礼王万礼 摄摄））

按照民办非企业登记管理相关规定，
拟注销“达州市来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现已进入清算阶段。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中心清偿债务，
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通川区来凤路8号
联系人：胡小华 电话：18048064860

达州市来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清算组
2020年11月6日

清算公告
经专业合作社成员大会研究决定，拟注销“达

州市王家桥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3511702MA67YQ6P3K。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我专业合作社清偿
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清算组负责人：黄秀兰，清算组成员：黄秀兰、
王云治、何光会、田法先、田福先。专业合作社地
址：达州市通川区磐石镇王家桥村六组。

联系人：黄秀兰 电话：15928251110
达州市王家桥种植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20年11月6日

清算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四川省物业

管理条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现决定对大竹
川东农贸示范园前期物业管理项目进行公开
招标。

一、招标项目的简要说明
招标范围：大竹川东农贸示范园。建筑面

积：100172.95 平方米（其中地上 83883.73 平方
米，地下16289.22平方米）。

二、项目交付使用时间：2023年12月
三、物业用房情况：物管用房面积：439.45

平方米，业委会用房41.25平方米。
四、房屋专项维修基金建立情况：所有商

住房按标准缴存。
五、招标文件的发售
凡愿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

至2020年11月10日，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加盖公章到大竹县骨科医院后面富文公司内
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 150 元，售后不
退。逾期作放弃投标处理。

六、投标人资格：1.无不良行为记录。2.县

外企业须在大竹县房管局备案。
七、保证金的缴纳：投标人购买标书的同

时交纳投标保证金壹千元整。未中标者在开
标后五日内无息退还保证金。

八、报名地点：大竹县竹阳镇建设路骨科
医院旁富文公司内。

九、开标时间、地点详见招标文件。
电话：13882813678 刘女士

大竹锦河实业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6日

大竹川东农贸示范园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