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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天云灿，林葱木秀。在享有“棠堰飘香”美誉的
荣昌区吴家镇，坐落着一所文化底蕴厚重，人文积淀
丰润的百年小学——重庆市荣昌区吴家镇中心小
学。百年沧桑嬗变，百年枝繁叶茂，在薪火相传的通
途中日新月异，诠释着教育最真实的呈现，演绎着教
育最本真的追求。

书香润璞，琢玉成华。近年来，学校班子在书记、
校长刘华国的带领下，含英咀华，鼎力革新，全面实施
素质教教育，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秉持“明德、勤朴、宏
志”的校训；凝练出“以德启智、以德正行”的办学理
念；形成了“民主、和谐、求真”的校风，“博学、乐教、爱
生”的教风，“明理、好学、创新”的学风；确立“阳光”文
化育人主题，践行阳光教育；深化课堂改革和特色课
程建设，着力构建“阳光课程”体系，力求通过“阳光
五生”课堂立德树人。

“对世间万物来说，阳光是最重要的光源，它普照
万物，使世界获得光明和温暖。”书记、校长刘华国说
到，正是因为阳光能使万物健康成长，给生命以朝气
和活力，吴家镇小才确立了以“阳光”文化来育人，以

此培养“品德高尚、勤奋朴实、志向远大”的新时代阳
光好少年。

于是乎，学校在荣昌区“三为课堂”理念引领下，
着力建构“生活课堂、生态课堂、生长课堂、生动课堂、
生命课堂”，即“阳光五生课堂”，促进学生快乐成长。
在课堂教学中，学校通过“三会——会阅读、会书写、
会计算；三讲——讲纪律、讲礼仪、讲节俭；三雅——
语言文雅、举止优雅、兴趣高雅”的培养，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通过行为规范、养成教育、传统文化熏陶，全
面提高学生素养。同时要求教师做到“三爱——爱
生、爱岗、爱校；三勤——勤学、勤问、勤研；三敢——
敢创新、敢展示、敢引领”培养；加强“二评——评优秀
课堂、评优秀教师；三课——汇报课、展示课、示范课；
四工程——青蓝工程、自我成长工程、读书工程、名师

工程”建设，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学校还大力推行“三
助式”教学模式即：自助——学生个体自主学习；互助
——学生群体帮助学习；师助——老师帮助学习。三
种人力资源，三种学习形式，为学生提供了探究、交
流、思考的空间，又为师生平等对话、构建和谐师生关
系提供了平台。

一直以来，吴家镇小始终坚信“学生未来成长”就
是阳光课程的核心。为此，学校在华东师大专家指导
下，在历清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的基础上，
将特色课程与学科课程深度融合，着力打造阳光六育
课程体系。

据书记、校长刘华国介绍：阳光六育课程体系就
是通过“学生一日常规、爱国主义、节日纪念活动”开
设阳光德育课，让学生懂得社会公德、文明行为、遵纪

守法；通过“走进阅读、思维训练、经典诵读”开设阳光
智慧课，让学生热爱学习、主动求知；通过“羽毛球、篮
球、跳绳、踢毽子、健美操”开设阳光健康课，让学生强
身健体，阳光心态；通过“手工、绘画、合唱、剪纸、口风
琴、书法”开设阳光艺术课，让学生艺美怡情，才艺修
身；通过“科技实践、小发明、魔方”开设阳光思维课，让
学生善于思考，勇于探究；通过“走进社区、田园阳光种
植”开设阳光实践课，让学生实践体验，厚德笃行。

尤为一提的是：阳光种植特色课程还要求：一年
级认识植物；二年级认识植物种子、三年级诵读有关
植物诗，四年级了解植物种植课程；五年级写植物观
察日记；六年级制作植物卡片，真正让学生做到手脑
并用，知行合一，成为勤朴少年。

“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书记、校长刘华国如
是说，从阳光五生课堂“三助式”教学模式优势凸显，
到构建“阳光六育”课程体系，其核心就是将阳光文化
因子植入每位师生内心，培养“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
踏实地”的阳光少年。我们相信，在阳光教育润泽下，
吴家镇小的未来将会璀璨夺目、熠熠生辉！文/毕成义

践行阳光教育 培育阳光少年
——重庆市荣昌区吴家镇中心小学“阳光”文化特色育人侧记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报产业公司）结合自身发展的需要，现以
持有的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彭功能组团A分区A35-1、A35-3、A35-4号宗地（已签署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完成办理土地不动产权证书，面积为39041.4平方米），拟面向全社会招募合
作方进行投资开发建设，合作运营。

一、招商目的
重报产业公司秉承诚信、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向全社会招募合作方，与合作方开发“重报生

鲜冷链物流园”项目，发挥双方优势，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互惠互利、互助共赢的目的。
二、招商合作内容
（一）共同合作开发土地基地情况：
项目地块位于内环快速路、绕城高速、渝黔、渝湘、沿江高速构成的“二环三射”高速路网，是重

庆国际商贸物流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承载地、成渝双城经济圈公路物流枢纽和东盟贸易服
务总部基地。

项目占地面积约58亩（39041.4平方米），容积率≦1.5，土地性质为仓储用地，土地产权50年，
根据地块周边规划定位，未来价值空间大。

（二）双方投资合作条件：
1、重报产业公司提供的合作条件：
以上述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为双方投资合作的条件。
2、投资人提供的合作条件：
以项目所需的建设开发资金及项目开发、运营管理支撑团队作为合作条件。
三、投资应具备的以下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注册资本金不低于1000万元人

民币，财务状况良好；
2、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足够的资金实力支持项目运营，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履约能力证

明；
3、具有丰富的冷链物流园项目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经验；
4、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依法经营，照章纳税，无不良记录。
5、承诺向重报产业公司提供的全部文件材料真实、合法、完整。
四、联系方式
欢迎有实力、有意向的合作方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携带营业执照、公司业绩等材料前来我司

洽谈。
联系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18523142227 电子邮箱：18523142227@16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食品城大道18号重庆广告产业园14栋4单元501。
声明：本公司发布本公告旨在邀请有意向的合作方参与上述招募活动进行洽谈，本公告不应

被视为具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要约或者合同。有意向的合作方若需进一步了解投资项目相关情
况，欢迎前来咨询。在与贵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之前，本公司并未与贵司产生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任
何交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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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报生鲜冷链物流园项目合作招商公告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秦健）从2021年起，重庆市统一高
考实行“3+1+2”模式，昨日，重庆新高考
进入第三天，考试科目为：化学、地理、思
想政治、生物学，每名考生从中选择两门

参考。中午12:15，上午开考的
化学和地理两门
学科考试结束，试

题难易程度如何？来听听考生们怎么
说。

“考完啦！”中午，在九龙坡区的重庆
育才中学考点，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
走出考场的考生们意气风发，自信满满，
发出青春的呐喊。由于是选考科目，部
分考生已结束今年的高考，还有部分考
生则要继续迎战下午的考试。

“我上午考了化学和地理，总体感觉
一般，很正常。”育才中学考生小王走出
校门一脸淡定。他说，化学考完之后，又

换到了另外的考室参加地理考
试，中间休息了一下，没再复习

了。题目难易程度和平常差不多，地理
试题中出现了重庆本地的企业，还有涉
及民生的脱贫致富等，“我已经全部考完
了，打算回去休息放松一下。”

考生小袁跟小王一样选择了化学和
地理两科。“完胜！”走出考场的小袁有些
激动地说，“地理比较简单，化学中规中
矩。”在他看来，化学题目比较常规，都是
老师讲的东西，比平时的模拟题难度要
低一点，感觉成绩应该能比平时高20分
左右。对于转换场地，小袁表示很适应，

“挺好的，平时都习惯了。”
女生小徐上午只参加了地理考试，

“感觉一般，地理比平时简单一点。”小徐
表示，自己下午还要考生物，虽然其他同
学考完了，她也不紧张，打算回去再复习
一下。

考生小何下午也仍要参考。“地理
总体感觉挺常规的，最后一个大题的分
值设置有点高，”小何说，最后一个大题
第二问考的是农业的区位因素，分值达
到了7分，“老师说过奇数分的题是有
一点拿一分，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奇数
分，平常遇到过最大的是3分，当时看
到有点蒙，不过不是很难，还是顺利答
完了。”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付迪西 王乙竹）昨日，重庆新高考
进行到第三天，考试科目依次为：化学、
地理、思想政治、生物。上午考化学、地
理，下午考思想政治、生物，这意味着，最
快的考生将于上午就结束高考，不仅如
此，有些考生可能会因为选的科目不同
存在“转场”考试的情况，记者就此进行
了采访。

上午9:34，距离上午第一科化学考
试结束还有11分钟，在渝北区两江育才
中学考点，准备参加第二科地理考试的
考生开始陆续到校，并携带身份证和准
考证依次进入考点。9:45，化学科目考
试正式结束，结束考试的考生统一从大
门右侧车库出入口走出考点，原本的大
门出入口此时仅供第二科地理考生进
校。

上午第二科地理考试时间为11:
00—12:15，考点工作人员不断提醒进

校考生，“进校后，请到指定地方暂时休
息，等待考试。”记者注意到，从9:30左
右，陆续有参加第二科考试的考生来到
考点，有的考生还会轻松和刚结束化学
考试的同学打招呼。

刚结束化学科目的考生表示，下午
还要参加一科生物考试，“化学考试难
度还行，比较简单吧，和之前的模拟考
试接近，没有偏题怪题，就是最后大题
有点难度。”对于转考场参加考试，他表
示，之前有参加过模拟考试，已经能够
适应。

下午，记者在重庆一中门口遇到了
今年参加高考的彭同学，他一脸轻松，拿
着相机在门口为同学拍照，他告诉记者，
他选择的是化学和地理，也就是说，他上
午就结束了高考。“我上午考了化学和地
理，总体来说一般，跟平时考试的内容差
不多，确实不算难。”彭同学表示，结束后
他在家呼呼大睡一番，随后便出来给下

午还要参加考试的同学拍照，留下美好
的记忆。

“我前后换了2个考场，但都在校
内，就是教学楼不一样。”彭同学表示，这
样“转场”考试对自己没有什么影响，“反
正教室都差不多，到哪里都是考试，没有
什么不习惯的。”

下午18:15，生物学科考试结束，在
渝北区两江育才中学考点，选科为政治、
生物、历史的考生小雨（化名）一脸轻松
走出考场，“终于考完啦！生物试卷感觉
比八省联考简单一些，自我感觉发挥得
不错；政治学科感觉选择题有点难度，因
为它给出的模糊选项很多，不能一下子
思考出答案。”

小雨告诉记者，在第一场考完政治
后，她和其他考生留在考点休息区复习，
等候下一场生物考试，对新高考转场考
试，她表示和学校模拟考试其实是一个
模式，只是地点不同而已。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
记者 付迪西）代女士的女儿就读重
庆11中，是个“物选生”，选科组合为
物理、生物、政治，成绩约在学校排名
200-400。昨天上午9点30分，就
今天重庆新高考首考结束后的志愿
填报准备情况，她接受了上游新闻记
者采访。

记者：家长，你家孩子高三下学
期的几次诊断考试，成绩如何？

家长：孩子的成绩变化幅度有点
大，从之前的400多名到最近200多
名。

记者：八省联考模拟填报志愿
时，你家孩子心仪的专业与院校有哪
些呢？

家长：没有！但孩子曾表示她喜
欢一线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

的高校。
记者：孩子心仪的专业中有师范

类或医药类，是本人想打算当老师或
医生？还是你们的意见？

答：她不喜欢医生这个职业，当
老师的话还可以。家里人很希望她
报考师范类或政法类院校。

记者：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
我们统计过，法学类、经济学类、金
融学类、工商管理类、公关管理类、
计算机类、中国语言文学类、新闻
传播学类是主要专业类，假如你家
孩子要考，你希望她学哪些专业
类？

家长：孩子的性格很适合当老师
或法律方面的工作，希望她考公安类
院校，但不知道孩子是否喜欢，也担
心孩子的身体强度能否达到。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乙竹）张先生的女儿就读于重庆礼
嘉中学，选科组合为历史、地理、政治，是
个妥妥的文科生，在高三下学期几次模拟
考中，成绩稳定在540-580分。昨日上午
9点30分，就考后准备志愿填报的事情，
他接受了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的采
访。

记者：家长，你家孩子高三下学期的
几次诊断考试如何？

家长：娃儿状态还可以，高三下学期
几次模拟考成绩稳定在540-580分。

记者：八省联考模拟填报志愿时，你
家孩子心仪的专业与院校有哪些呢？

家长：因为是模拟填报志愿，我们其
实不太关注，重点还是新高考结束后的志
愿填报。

记者：孩子心仪的专业中有师范类、
医药类，是本人想打算当老师或医生？还
是你们的意见？

家长：我们就是朝着这两个方向走，
师范类、中医学类，这是我和孩子达成的
共同意见，不过孩子更偏向于当一名老
师。

记者：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我们统
计过，法学类、经济学类、金融学类、工商
管理类、公关管理类、计算机类、中国语言
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是主要专业类，假
如你家孩子要考，你希望他们学哪些专业
类？

家长：应该还是学语言类，但还是
等新高考结束后再看，我们会综合往
年考生的家长朋友的意见、老师的建
议。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秦健）杨先生的女儿在育才中学就
读，平时学习成绩在570分左右，选考科
目为物理化学生物。

记者：孩子高三下学期的几次诊断考
试情况如何？

家长：他平时成绩还是比较稳定，都
能上重本线，几次诊断考试也都在570多
分。

记者：八省联考模拟填报志愿时，孩
子心仪的专业与院校有哪些呢？

家长：她自己想当一名老师，想学英
语专业，心仪的院校有北京师范大学、四
川外国语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
等等。

记者：孩子想当一名老师，是她本人
的目标？还是你们的意见？

家长：她自己想当一名老师，我
们家长强烈推荐她学医，但是她不喜
欢，等高考成绩公布后再考虑考虑。

记者：考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我们统
计过，法学类、经济学类、金融学类、工商
管理类、公关管理类、计算机类、中国语言
文学类、新闻传播学类是主要专业类，假
如你家孩子要考，你希望她学哪些专业
类？

家长：感觉这些专业就业都不大好，
计算机专业十年前很热门，现在太多了，
金融要数学好，她数学不行，假如要考，会
选中国语言文学类吧。

思想政治选项有点“考”人
生物与平时考试持平

地理比较简单 化学中规中矩
九龙坡区育才中学考点，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走出考场。

考试结束，考生轻松走出考场。

今晚7点半上游新闻直播
教你这样估分填志愿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乙竹）针对重庆新高考首考志愿填报
的变化与复杂，明天晚上7点半，上游新闻将线上直播“如何根据估分情况提前规
划高考志愿”。

我们邀请到的是优考教育创始人、升学规划专家、上游新闻2020年度答人卓
越攀登奖获得者李双全，他讲的主要内容有：1.考生根据估分情况这样初选专业
（类）与院校；2.2021年最新招生录取政策解读；3.重庆新高考投档录取规则及全流
程模拟。

昨日，新华社以短视频专访的方式，从“改革试点变化多专家支招新高考志愿
填报“的角度”采访了李双全。就“2021年招生录取与改革试点之前相比有哪些新
特点”“新政策下怎样填报志愿才有更大把握”，为考生和家长分析解读。

孩子想当老师 家长强烈推荐学医

孩子今后考公的话 应该学语言类

希望孩子报考公安院校 但担心身体

A

B

C

昨日，重庆2021年新高考首考结束，但考生、家长还将
迎来第二次“高考”—志愿填报。重庆新高考首考，批次设
置及志愿填报方式都发生变化，考生、家长对此准备情况如
何呢？昨天，针对这些问题，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采访
了部分高三考生家长。

孩子考后如何填报志愿

家长有心思
考生有想法

家长在场外等候高考结束的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