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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头带变成齐头进
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一名党员一面旗帜，一个支部一

座堡垒。近年来，通惠中学党支部充

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凝聚起了团结

协作的强大合力。

“新闻标题这一节，主要就是考学

生概括能力，在讲课过程中一定要注

意方式方法……”通惠中学党员教师

白霞已从事语文学科教学29年，如今

每每有青年教师进来，白霞总是毫无

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

“学科教学不是靠哪一个人就能

做好的，而是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

白霞说，自己没有课程安排时，她都会

去听青年教师的课，然后通过面对面

交谈、团队一同探讨等方式对课题进

行研究，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做法，竭

尽所能为青年教师答疑解惑。

“白老师更像我们的一个大姐姐，

对我们很照顾。我刚来学校那年，把

握不准重难点，备课时问、上课前问、

下课后还问，一天我比她学生问的问

题还多。”青年教师侯娜玲说，这两年

在白霞的帮助下，自己进步不少，课堂

效率有了很大提升。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通惠

中学不仅老党员教师积极开展传帮

带，支委委员也根据自身职责切实发

挥好作用，或引导青年教师们每天读

书打卡、或组织赛课比赛、或指导教师

制定三年健康规划，多措并举让广大

教师更有归属感、让团队更有凝聚

力。如今，在党支部的带领下，通惠中

学已形成了团结、向上、积极、拼搏的

良好氛围，教师团队由车头带变成了

动车组。

打造素质教育品牌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从 7 个班发展到 39 个班，从学生

200余人发展到1703人，从教师34人

发展到 143 人……近年来，通惠中学

始终遵循“通文明礼、正己惠人”办学

理念，在抓好学科教学的同时高度重

视素质教育，致力打造“东部新城窗口

学校、初中素质教育品牌学校”。

“心肺复苏要按压 30 次后再做 2

次人工呼吸……”在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学生们围站在一个假人和老师周

围，一边听一边看老师如何操作心肺

复苏。

通惠中学安全教育教师刘晓东告

诉记者，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建成投用

以来，各班级利用班会课定期到基地

进行体验培训，在这里学生能够很直

观地体验学习到用电安全、急救、消防

等相关技能。

通惠中学还充分利用游泳馆、开

心农场、开心厨房、开心果园、开心厨

房、校园气象站、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等

教育资源，系统构建素质教育基地，全

面开展素质教育，大力促进了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同时，通惠中学还通过全员筛查

找准问题学生、一对一个案辅导、开展

心理团辅、开设心舞“2+X”课程、设家

长提高班和设家长读书会等方式，关

爱学生心理健康。

恒守初心，砺志前行。通惠中学

已连续三年获区办学水平评估一等

奖，学生获市中小学生科技竞赛一等

奖，市演讲比赛一等奖、区女子篮球比

赛冠军等区级以上表彰奖励 200 余

项。如今，通惠中学已从一所农村薄

弱学校发展为优质学校。

团结在党旗下书写教育新篇

本报讯（记者 成蓉 吴明鸽

实习生 白釜汶）“每天坚持锻炼能让

睡眠质量更好、身体素质更好。”随着

健康生活观念深入人心，家住红星紫

郡的居民孙赐银每天都会到附近的通

惠河湿地公园锻炼身体，她说，公园里

不仅环境好，且最近建了綦河“两江四

岸”智慧健身长廊，让人锻炼更加方

便。

记者在通惠河湿地公园綦河“两

江四岸”智慧健身长廊看到，双位椭圆

机、双位漫步机、双位蹬力训练器、双

位推举训练器、双位划船训练器等崭

新的健身器材有序安装在广场上，市

民们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器材

进行锻炼。

据区体育局负责人介绍，为进一

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

求，推动我区全民健身智慧化发展，今

年 8 月底，我区在通惠河湿地公园建

设的綦河“两江四岸”智慧健身长廊已

正式投入使用，此项目共包含12件室

外智慧健身器材。

“我觉得这里的健身器材很不错，

有些老年人不会用的可以扫码观看教

程，而且锻炼过程中自己也不用再记

做了多少次，锻炼完了它会自动播报

锻炼时间、锻炼次数、消耗的热量等。”

孙赐银告诉记者，自从綦河“两江四

岸”智慧健身长廊建起后，前来锻炼身

体的人越来越多。

居民蒋敏已在綦河“两江四岸”智

慧健身长廊坚持锻炼了一周多，她认

为，该长廊的智慧健身器材与传统器

材有很多不同，除了有现场播报功能，

还可以通过手机获取自己的运动数

据，以便于更好的安排运动时常，管理

身体健康。同时，每个器材上方还有

顶棚、有太阳能灯，无论下雨天还是大

晴天、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前来

锻炼，器材面板处的手机盒设计，更是

让人感觉舒适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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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杨子路）身份

证、婚姻证明、个人征信报告……

对于按揭购房的市民来说，买房

前需要准备不少证件，纸质打印

个人征信报告，更是不可或缺的

重要资料。

“现在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

贷款，不再提交纸质版个人征信

报告。”近日，记者从重庆公积金

中心綦江分中心了解到，为深入

贯彻“放管服”改革要求，扎实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简化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要件，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重庆公积金

中心主动作为，已成功接入中国

人民银行二代征信系统，实现了

住房公积金贷款个人征信报告系

统自动审核。

“个人征信报告对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有直接的影响，如果

个人征信不符合审核要求，将无

法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重庆公

积金中心綦江分中心主任罗德香

介绍，綦江分中心扎实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面推广

住房公积金贷款冲还贷和约定提

取业务，线上线下齐发力，最大限

度简化提取程序，提升业务办理

效率。

我区市民如有办理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相关问题，可拨打电话

023-48672732咨询。

无纸化办公 减负提效率

公积金贷款不再提交纸质版个人征信报告

“有朋友知道我在特殊教育

学校上班，就问我，学校的孩子是

不是很调皮，很不好教？我都是

告诉他们，这些孩子很可爱、很单

纯，也很好学，和别的孩子没什么

两样。”郭彬笑着说，“只不过，他

们需要我们付出更多关心、爱心，

需要更加耐心和细心。”

……

今年43岁的郭彬是綦江特殊

教育学校总务主任、工会主席，同

时也是该校培智九年级的任课老

师。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16 年来，

郭彬把心给了特教学校的孩子

们，他用爱心帮助特殊孩子们跨

越残缺的障碍，耐心教会孩子们

学知识、学做人。

“我和孩子们互相学习”

“第一次听说特殊教育还是

在高考后，老师建议我报特殊教

育专业，我就向别人要来一些相

关资料，了解到一些情况。”郭彬

说，大学学的就是特殊教育专业，

毕业回到家乡，先后在寨子小学、

金钗小学、东伍小学、松榜小学任

教，2004年9月，通过招考，他成为

了綦江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教

师。

“在普通学校上课很少用到

手语，时间久了，大学学的很多知

识都已经生疏了。”郭彬说，聋哑

班的孩子交流用的是“地方手

语”，与他在大学学习的“中国手

语”有差别，进一步增加了交流的

难度。

郭彬深知，特殊学校的孩子

们学习起来比普通学校的孩子们

更困难，但是，特殊学校的孩子们

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只要努力

也可以把功课学好。每当想到这

些，更加坚定了他坚守特殊教育

事业的决心。

“忘记了就再去记住，不会的

就和孩子们一起学习。”郭彬说

道。

上课时，郭彬教孩子们学习

“中国手语”；课后，郭彬向孩子们

学习“地方手语”。两年后，郭彬

熟练地掌握了“地方手语”，孩子

们也学会了“中国手语”，和孩子

们沟通再无障碍。

“希望孩子们有好出路”

随着现代医疗技术不断进

步，每年送往綦江特殊教育学校

的聋哑儿童逐渐减少，2012年，郭

彬转往培智班任教。

“培智班的孩子们主要是智

力上有缺陷，而且他们之间也有

差距。”根据孩子们智力的差异，

郭彬坚持个别化教学模式，倡导

生活化课堂，实施分层教学，积极

对特殊孩子进行个别化教育和训

练，并发掘不同孩子的潜能，让特

殊孩子们在“立生命之本、育生活

之能、扬生存之帆”的理念引领

下，学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引导他们做更强的自己。

“比如说我们学校开设了洗

车、手工艺品制作等课程，就是希

望智力稍好的孩子能有一技之

长，未来踏入社会也多一条出

路。”郭彬说，“也有些孩子智力稍

差，很多东西重复讲他们也记不

住。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

耐心、细心，要手把手教他们做，

让他们形成习惯，做到生活自

理。”

在任教过程中，郭彬还参与

《特殊学校残疾学生自主管理能

力培养的策略研究》《促进特教教

师专业发展的评价标准和方法研

究》和微型课题《培智班低段识字

教学中图片运用的策略研究》等

区级课题研究，并成功结题。同

时，还参与《基于培智课标下生活

语文个别化教学实施的研究》等

市级课题研究。

“参与课题研究一方面是增

强我的教学能力，另一方面，也是

希望通过努力，研究出相对稳定、

科学教导特殊孩子们的路径，让

他们更好地学习。”郭彬说。

从事特殊教育事业 16 年，郭

彬收获良多。“记得有一年，一个

下雨天，我要去办公楼拿东西，但

没带伞，一位叫小杰（化名）的学

生就过来帮我撑伞。还有一位我

教了好几年的学生叫小婷（化

名），毕业后，在第二年教师节上，

她送了我一个水杯、一支钢笔。

还有很多很多感恩的故事，对于

普通孩子来说，这些举动很正常，

但对于智力残缺的孩子们来说，

这很难得，也令我很感动。”郭彬

说，“特殊孩子们都是折了翅膀的

天使，我愿化做一双翅膀，为他们

的成长保驾护航。”

【记者手记】

在采访过程中，有几处场景

令人难忘。

我们在学校操场与郭老师聊

采访细节时，遇见两名培智班孩

子“缠打”在一起。郭老师立即停

止与我们交流，上前将孩子们分

开，让孩子们先把情绪都“发泄”

在自己身上，再进行处理。

在拍摄郭老师为培智班孩子

们上课的过程中，当郭老师走进

教室，课间“吵闹”的教室瞬间就

安静下来，孩子们一个个坐得笔

直。

郭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的

世界很单纯，你对他们好，他们也

会对你好。

采访结束，我们和郭老师回

到办公室。一名学生将郭老师的

教具送了过来，离开办公室时他

向我们抱拳，并说了句“谢谢”，我

们很诧异，也为他的懂事感到动

容：我想，他大概是因为我们采访

他的老师，而向我们道谢吧！

在綦江特殊教育学校，郭彬

和这些懂事的孩子不是个例。孩

子们用他们的纯真感悟着这个世

界，他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心

和爱护，而众多“郭彬”则用他们

的掌心呵护着这些“折翼天使”，

无愧于教师这个光荣的职业。

郭彬：我愿化作一双翅膀为你护航
本报记者 刘琦 尹向宁

本报讯（记者 赵竹萱 尹

向宁）为推动农旅融合发展，9 月

11日，横山镇利用水稻丰收机会，

开展以“搭谷子尝新米 庆横山贡

米丰收”为主题的亲子稻谷收割

活动，千名群众齐聚稻田，一起收

割成熟的水稻。

横山平均海拔800米以上，该

镇土壤条件较好，种植出的优质

水稻粒实饱满，色泽油润，是有名

的“贡米之乡”。目前，全镇优质

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2000亩，被定

为重庆市绿色稻米生产基地。

当天，市民们带着孩子一起

下田，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

割水稻、搭谷子等传统农耕文化，

在共享丰收喜悦的同时，感受粮

食的来之不易。

晒谷坝里，摊匀、打引草、打

梗子、脚翻、扬谷子、装仓等晒谷

环节勾起一代代人的回忆，热腾

腾的白糕、香喷喷的米汤让空气

都带上了丝丝甜味。不少市民还

带着孩子参观了大米加工厂，感

受谷子加工成大米后的幸福。

“这个活动办得不错，既让人

体验到了传统农耕文化，又看到了

现代农业的崛起。大人和小孩在

增进情感同时，又体验到了劳动的

快乐和粮食的来之不易。”一名来

自江北区的市民说，他特意带孩子

来体验农耕生活，希望他们懂得农

民的辛苦，从小培养起吃苦耐劳的

精神和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今年是个丰收年，稻谷总产

量可达15万吨以上。”区农服中心

主任高涛说，今年全区水稻种植

面积 32.35 万亩，目前海拔 700 米

以下地区已全部完成收割，9月底

将全部收割结束。

“横山贡米”熟了，千人开镰收割

市民朋友：

政协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也是各界委员使用最广泛

的履职方式之一。为使政协委员在提出提案时能够反映广大市民对綦江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各界关注的民生方面的意见建议，我们通过网络向市

民征集綦江区政协三届一次会议提案线索，作为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反映社

情民意的重要参考。线索征集时间：从即日起至2021年11月30日。

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线索提交电子邮箱：zx.tallb@qq.com

綦江区政协三届一次会议
提案线索征集公告

綦河“两江四岸”
智慧健身长廊投用

千人开镰收“横山贡米”。记者 赵竹萱 摄

郭彬对孩子们挨个儿进行辅导。记者 刘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