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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倩 摄影报道）日
前，合川教师进修校与华蓥市教师进修
校、岳池县教师进修校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根据协议，三校将推进联姻共荣，缔
结友好学校；推进联手共训，共同推进教
师培训合作；推进联名共育，共同推进项
目开发合作；推进联盟共建，共同推进三
地研训机构“10+20”共同体建设。

据了解，成渝研训机构“10+20”共
同体是指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
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联盟中，遴选重庆市
的10个左右区（县）研训机构与四川省

的20个左右县级研训机构，形成助力成
渝两地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
协作共同体，成为成渝两地教师教育协
同创新的重要纽带及重大规划、重大改
革、重大项目实施的主要载体。

签约仪式上，合川教师进修学校
负责人向来宾们介绍了合川“123+n”
张名片，同时强调了成渝研训机构

“10+20 ”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他
表示三地三校的战略合作是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积极响应党中央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要求的重要举措，并希望

通过此次战略合作，三地三校相互学
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切实地把各
项合作落实落地，造福三地教育，为成
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为三地地方发展
建设贡献力量。

三方签订协议，标志着教师进修
学校研训研讨工作迈上新台阶。未
来，三个学校将以此合作为起点，在教
师培养、人才共育、资源共享、机制共
建等方面有更多深度合作交流，共同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三地
合作共赢新典范。

合川教师进修学校与四川两所教师进修学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推进成渝研训机构“10+20”共同体建设

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讯（通讯员 熊碟）起步就是冲刺，
开局就要争先。近日，从区教委获悉，在区
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全区相关单位
的紧密配合下，大南街幼儿园花滩总部、花
果中学、久长街小学花滩校区、东津沱小学
改扩建、高阳小学综合楼等5个项目计划于
2 月底开工建设，今年底建成投用。据了
解，大南街幼儿园花滩总部等5个项目总投
资约3.5亿元，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改善我
区办学条件，满足群众入学需求，促进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目前，各项目正在有序办理
施工手续，开展搭设临设、修建临时围墙、土
石方平场等工作。

大南街幼儿园花滩总部

大南街幼儿园花滩总部项目位于钓鱼
城街道花滩片区丁香路与银桂路交汇处。
总投资约 0.48 亿元，占地约 15 亩，建筑面
积约 10000 平方米，办园规模 18 个幼儿
班。项目建成后将为我区新增幼儿学位
540 个，缓解辖区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压
力，提高我区公办幼儿园普及普惠率，更好
地满足花滩片区老百姓对更高质量学前教
育资源的需求。

久长街小学花滩校区

久长街小学花滩校区项目位于钓鱼

城街道花滩片区金盏路旁附近。总投资
约 1 亿元，项目占地约 56 亩，建筑面积约
28000 平方米，办学规模为小学 36 个教
学班，幼儿园 9 个班。建成后将为我区
新增小学学位 1620 个，幼儿园学位 270
个，有效缓解辖区内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压力。

花果中学

花果中学项目位于合阳城街道办事处

学府 2 路（花果小学旁）。总投资约 1.2 亿
元，项目占地约79亩，建筑面积约26000平
方米，办学规模为48 个教学班。建成后将
为我区新增初中学位 2160 个，进一步扩大
中学优质资源。

东津沱小学

东津沱小学改扩建项目位于南津街街
道东津沱小学旁。总投资约0.5亿元，项目
新增校地约13.3亩，建筑面积约13200平方

米，办学规模幼儿园 5 个班，小学 24 个班。
项目建成后将为我区提供小学学位 1080
个，幼儿学位 150 个，进一步改善学校办学
条件。

高阳小学综合楼

高阳小学综合楼项目位于南津街街道
高阳小学内。总投资约0.3亿元，扩建综合
楼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进一步促进学
校标准化建设。

大南街幼儿园花滩总部等5个教育项目即将破土动工
据北京青年报客户端

消息，随着《流浪地球2》《三
体》的上线，影视界再次刮
起一股科幻风，让中国科幻
迷们又沸腾了一把。2019
年电影春节档中，《流浪地
球》全球同步上映，被认为
由此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
元年”。中国科幻影视近年
来火速发展，逐渐从最开始
的边缘探索走向了主流。

《流浪地球》《三体》等
科幻片热映，有利于讲好中
国故事并助力科普科幻教
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科幻
片的一大特征是引发观众
的好奇心，使其无形中爱上
科学。好奇心是人的天性、
人类进步的源泉，也是学习
研究的一大动力。善用优
秀科幻作品，可以从源头激
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帮助
其树立科学理想、了解科学
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启迪
科学想象，进而培养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同时，优秀
科幻作品也可以帮助青少
年提高阅读、理解和写作能
力，提升他们的想象力、人
文修养，培养正确的价值
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幻
影片还能激发青少年的家
国情怀，培育他们为中国梦
团结奋斗的雄心壮志。

值得欣慰的是，在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的大力推动
下，中小学科普科幻教育呈
现 出 蓬 勃 发 展 的 良 好 局
面。该协会自 2017 年开始
已连续举办多次青少年科
普科幻教育大会。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
大赛自2014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七届，并入选教
育部认可的青少年竞赛之一。

不过，成绩面前也要看到不足。客观地
讲，我国科普科幻教育起步较晚，存在缺乏顶
层设计、缺少梯队建设、产业亟待深化等问
题。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科普科幻教育的
顶层设计，重视创作队伍建设，加大产业开发
力度，逐渐扩大影响力。这有赖于各级政府部
门的大力推动，也有赖于科普作家和热心人士
的鼎力支持。

我国的科普科幻教育走过了最初的一段
艰辛之路，目前已到了拓展宽度之时。在当下
信息技术和教学工具种类繁多的社会环境之
下，科普科幻教育需要从挖掘青少年的兴趣入
手，引导和带领广大青少年将科普科幻教育内
容作为日常学习生活的一部分，以喜闻乐见的
形式吸引更多青少年。也就是说，科幻科普不
仅要好看，还要好玩，这样才能充分调动青少
年的好奇心。

开展喜闻乐见的科普科幻教育活动，不仅
需要引导青少年观看优秀科幻作品，还要多组
织科幻科普讲座、拓展实验、自创科普剧、科幻
诗歌以及其他创新设计活动等，不断拓宽教育
渠道，让科普科幻教育入脑入心，为培养未来
创新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充分利用当下的“科幻热”，将其转化为
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重要性不言
而喻。相信有了国家的重视、倡导、支持，科
普机构本身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科普作家不
断奉献的优秀科幻作品，社会团体、组织和个
人的大力支持，一定会让科普科幻教育在新
时代充分发挥育人成效。如此，激发科普科
幻教育活力，树立青少年科学理想的愿景，必
将照进现实。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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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甘晓伟）为进一步激发优秀教育人才的辐射
引领作用和孵化效能，助推全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
合川区周强名家工作室、胡廷江名家工作室、杨小超名师工作
室、何文勇名师工作室2023年新春学术交流分享会在久长街
小学举行。

交流会上，与会名家、名师、名校长分别介绍各自工作室的
相关情况，并进行了相关的学术分享，现场气氛热烈，干货满
满。最后，各工作室主持人纷纷表示，将扎实开展研修活动，将
自己积累的管理、教育经验与各位成员分享，让成员们不断提
升自身专业能力素养、教育科研能力，为合川区基础教育事业
发展贡献力量。

此次学术交流分享会，以“名家名师带动学科发展”为基本
目标，用学术交流的形式，让与会老师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教
师在平凡岗位上既教书又育人的信心和勇气，为更多的一线老
师们提供了一次学习成长的机会。

名家名师带动学科发展

胡廷江名家工作室、杨小超名
师工作室于 2022 年 4 月挂牌成立，
成员10人，由重庆市音乐骨干教师、
全市、全区音乐赛课、基本功大赛一
等奖获得者等杰出代表组成，在全
国、全市有较大学术影响。出版有

《小学音乐教学实践研究》等音乐
专著 3 本，出品抗疫音乐作品 MV
3 首，2022 年 11 月参加第五届全
国名师工作室学术年会 15 人次获
得全国教学设计、教学课例、教育叙
事一二等奖。接下来，工作室将以

音乐名师为核心，以研究团队为主
体，以资源共享、智慧生成、全员提
升为目的，以“成就音乐名师，带动
学科成长”为基本目标，开展行之有
效的学术交流、专题研究、教艺切
磋、互动提高学术活动，将努力为合
川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应有
的贡献。

周强名家工作室、何文勇名师
工作室设立在合川区杨柳街小学，
学员 10 人均从全区优秀音乐教师
选拨组成。她们中既有二十余年

的教学骨干，也有短短几年成长起
来的教学新秀，在各级各类的竞赛
活动取得了优异成绩。工作室重
点以声乐教学为抓手，切实注重提
升全区教师的声乐水平与技能以
及对音乐艺术特长生的培养，通过
独唱、重唱、合唱等演唱形式展现
音乐的魅力。教学中以新课程理
念为指导，以中小学声乐教育为研
究领域，立足课堂，切实解决目前中
小学声乐教学中存在的热点、难点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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