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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校园 层林尽染 美不胜收

大弯中学生态教育的顶层设
计，绘就了学校发展的壮丽蓝图；生
态教育的丰富学校课程，给予学生
更多选择，满足学生成长成才的愿
望；生态教育的优化教学平台，助力
学生各施其能，各展其才，托举学生
青春梦想。

怀揣青春梦想，大弯学子扬帆
起航。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出色的外
交官，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
贡献。初一八班一位同学这样说。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大法官；我的梦
想是当一名音乐家；我的梦想是当
一名慈善家；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电
脑工程师；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舰载
机飞行员……万千梦想，祝福大弯
莘莘学子百舸争流，奋力拼搏，梦想
成真！ 王成勇 立维

适佳文化 生态教育
———解读成都市大弯中学特色办学的创新与实践

大弯中学，四川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高
中，四川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成都教育一颗
熠熠生辉的明珠，办学水平居四川名校前列。
2018年，大弯中学高考再传捷报，再攀新高，再
创辉煌。又一批大弯学子将迈向人生的新起
点，向着新的梦想扬帆起航。

大弯中学高擎特色办学之旗，锋利改革创
新之剑，深化素质教育之实，善育时代多元之
才。在特色办学之路上，大弯中学大力推行以
生态课程、生态课堂、生态德育为主要内容的
生态教育，不仅全方位践行“尽性化育、自然天
成”的办学理念，而且奏响了“适佳”文化的大
弯赞歌，开启了大弯中学特色办学的新时代。

生态课堂，是生态教育的主阵地。
大弯中学根据学生成长需求、教师发
展的需求、家长期望的需求以及学校
“尽性化育、自然天成”的办学理念，从
“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三个维
度出发，一方面整合优化国家课程，一
方面自主开发校本课程，着力构建生
态课堂，大力推行生态教育，真正让课
堂“活”起来。

2014年，大弯中学立项了四川省
“十二五”教育科研资助项目重点课题
《构建生态校本课程的实践研究》。在
生态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学校明晰了
生态课程的结构，即适应类课程、选择
类课程和综合类课程，每一类课程是
由相应的门类组成。如适应类课程包
含了学科学习、乡土课程和品行养成；
选择类课程包含了兴趣类和能力类；

综合类课程包含了专题学习类、主题
研究类和实践创作类。针对生态课程
结构，学校认为相应的课堂教学应是
生成性教学，即强调自主学习、差异发
展、成功体验和集体思维。

在生态教育的实践研究中，大弯
中学通过选修课、学科渗透、综合实
践活动课、阅读课以及各种社团活
动等方式将生态课程的理念贯彻到

具体的教学行为中。目前，学校已开
设了近 100门选修课，在一定程度上
关照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能力、
个性发展的要求，形成了一批精品
生态课程，如《演讲与成长》《健康课
堂》《音乐校本活动课程》《奇妙的星
空———天文与人文》《Taste Culture
in English》等。如今的大弯课堂，丰
富多彩，妙趣横生。

在生态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中，大弯中学十分注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注重让学生有意识
地去关注和了解人与人、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内容以及它
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强对它
们的整体认识，逐步具备能适
应、会选择、善合作、勇创新、敢
担当的良好个性品质。

在生态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中，大弯中学形成了家长与学
校、社区与学校互动的良好关
系。学生们也有序地走出校门、
走进社区、亲近自然、关注社
会，形成了极具个性特点与生
态课程特色的作品。如罗筱萍

老师上美术课时，将学校四季
之景作为素材，让学生从美术
的角度去发现、去思考、去创
造，形成了极具大弯中学特色
的深秋银杏美术活动课，同学
们或将黄叶堆积成各种形状，
或将银杏做成各种书签，或赋
诗一首，在自然环境中，学生既
独立思考又相互合作，师生共
同开发出了系列生动的生态校
本课程。吴红丽老师在语文课
中，也抓住校园最美的春天，让
学生去拍摄、去观察、去体验、
去抒写，形成了《春天的“樱”
符》《我在春中行》等学生成果。
学生在这种活动中获得的情

感、知识的成长是任何教育取
代不了的。学生在生态教育中
快乐学习，天天向上。

与此同时，大弯中学常年
开展的班（团）队活动、大课间
活动、活动课、科创课、寒暑假
社会实践等丰富多彩、有声有
色。还有诗歌朗诵、歌咏比赛、
知识讲座、演讲比赛、探索星空
奥秘等活动，更是全员参与，群
芳争艳，真正让学生“乐”起来。

在生态文明建设日益深入人
心的时代背景下，大弯中学结合
青白江区创建“生态城市”的契
机，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
上，不遗余力打造“生态校园”，让
校园东西南北尽芬芳，春夏秋冬
别样美，师生徜徉在生态校园里
舒心工作，专心学习，共绘美丽大
弯的崭新华章。

走进大弯中学，穿过书简式
的大门，“适天则达，适地则生，
适人则和，因适至佳”这几句诠
释大弯中学“适佳”文化的句子
便赫然醒目。走在校园的林荫

道上，鸟语花香，卉木萋萋；穿
过教学楼，书声琅琅，才思涌
动。在这里，瞬间便能体会到人
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
的美妙境界。

如果说鸟语花香，满园芬芳
是静态之美的话，那么，学校艺体
上的能歌善舞，琴棋书画；运动场
上的顽强拼搏，奋勇争先；食堂排
队用餐，放学时礼让出行；还有经
常发生的拾金不昧，助人为乐
……就是大弯中学生态教育的动
态之美，这种美，成就学生完美人
格，照亮学生前行道路。

生态教育 让课堂“活”起来

生态教育 让学生“乐”起来

生态教育 让学校“美”起来

生态教育
让梦想“飞”起来

大弯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赵泽高

生态教育 让学生“乐”起来

大弯中学 四川教育的一颗明珠

樱花 扮靓美丽校园

成都市大弯中学今日关注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系列报道

如今，云南芒果产业蓬勃发展，种
植面积达 80多万亩，是 10年前的 4.4
倍，跃居全国第二大芒果产区。小芒果
如何“长成”大产业？云南省农科院专家
认为，云南芒果的崛起，走的是一条科
技创新路，也是一条国际合作路。是科
技的支撑引领，让云南芒果发展迈向了
广阔天地，成长为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的
大产业。

国际合作
云南芒果破“瓶颈”

6月份，香甜美味的芒果“帕拉英
达”大量上市，让人们一饱口福。跟海南、
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外芒果产区相比，
云南芒果自然成熟、错季上市、品质优
异，颇受消费者青睐。
“云南气候条件优越，芒果可以自然

成熟。从 5月初到 11月初，云南都有芒

果可以上市；云南的怒江、澜沧江、金沙
江、红河流域是芒果最适宜的种植区，只
要选择适宜的品种和栽培技术便能生产
出最优质的芒果产品。”云南省农科院热
经所芒果专家尼章光介绍。

看好云南热区发展芒果的独特优
势，云南省农科专家提出，从国际合作入
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芒果科技人才，
花大力气引进国外优良芒果品种，筛选
适宜云南发展的优良品种。

国际科技合作，让云南芒果产业焕
发生机，蓬勃发展。目前，全省芒果种植
面积已发展到 80多万亩，产量 40多万
吨，产值 20多亿元，成为全国第二大芒
果产区。

科技引领
绿色生态扬优势

多年来致力于芒果科研，云南省农

科院热经所建立了一支高水平的芒果产
业化科技创新团队，建立了高原特色芒
果引智示范基地、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
亚热带水果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云南省
芒果种质资源圃等多个创新和转化平
台。

品种选育获突破。团队通过引种驯
化、实生选种、杂交育种和芽变选种等
育种途径，筛选出适应云南怒江流域、
红河流域、金沙江流域等不同生态区
早、中、晚熟芒果品种 12 个，全部通过
省级品种审（认）定，其中 5个通过国家
审定。
栽培技术有创新。通过集成创新，团

队研发出成龄芒果品种快速更新矮化栽
培技术、芒果套袋技术、芒果高接换种技
术等多项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大大提高
了云南芒果的产量和品质。

培育产业优势带。团队以种植区划
为依据，指导云南区域芒果产业布局，通

过新品种与研发技术的规模化推广应
用，培育形成了怒江、澜沧江、元江、金沙
江流域早中晚熟 4个特色芒果优势产业
带。

延长鲜果供应期。利用云南热区的
气候类型及生态地理环境特点，团队通
过早、中、晚熟 3个类型熟期的优良品种
和这 3个熟区的优化配置和关键技术支
撑，实现云南芒果供应期从 6-8月份向
5-11月份转变，全省芒果产区供应期达
7个月，云南成为全国鲜食芒果供应期
最长的省份。
科技支撑引领下，云南省芒果产业

形成了产区和品种、熟期相适宜的产业
化发展格局。目前，优良品种覆盖率已达
78.6%，近三年来团队的品种与技术累计
推广面积 116万亩，新增总产量 10.15
万吨，新增总产值 5.15亿元，取得了显
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据云南日报

云南：小芒果长成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 肖朝德 李国华
文 /图）6月 23日，又到了每周六的
儿童读书会，这已经成了孩子们周末
的必选活动。考虑到来参加读书会的
孩子大部分都要从幼儿园升入小学，
为了帮助小朋友尽早适应，从本期读
书会开始增加了一些语言能力的培
养，这对小学的看图说话（写作）及拓
展孩子的思维具有引导性，父母也可
从中获益。本期孩子和家长共 30人
参加。
读书会上，老师带领大家阅读精

选绘本：《最强大的勇士》。老师运用
声音的魅力，把书中的角色模拟得惟
妙惟肖，带着孩子们进入了故事中。
谁会是最强大的人呢？个子最大的？
力量最强的？老师引导孩子们思考什
么样的人才是最强大的，怎样做才有

力量。这也正是本期的阅读主题：胸
襟宽广的人最有力量。
接下来老师邀请家长们进入亲

子时光，和小朋友们一起为《最强大
的勇士》这个故事编写续篇。大家或
写或画，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故事创
编。他们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呢？创
作完成后，小朋友们纷纷走上台前，
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
个个都不一样，孩子们的想象力不可
小看！

据元通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活动为 2017高新区公益创投“阳光
亲子，快乐阅读”读书会项目。每周一
次的读书会活动，培养了孩子们的阅
读习惯，体会到了阅读的快乐，发展
了朋辈关系。愿这种快乐可以伴随他
们一生。

阳光亲子 快乐阅读
成都高新区芳草街街道元通社区举行读书会活动

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广西集聚全区
顶尖农业科技力量成立了 19个创新团
队，开展现代农业技术研发。目前，创新
团队已培育新品种超过 530个，促进了
广西农业品种创新和升级换代。
据介绍，广西根据自身特色及优势

产业发展需求，2009年启动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技术体系广西创新团队建设。目
前，19个创新团队分别围绕水稻、桑蚕、
甘蔗、芒果、食用菌、罗非鱼等 19个广西
特优产业开展联合攻关。创新团队汇集
了广西农科院、广西大学和各地推广体
系、科研机构的专家力量，专家总数达到
1539名。
广西农业厅科技教育处处长陈明伟

告诉记者，农业创新团队以产品为单元，
以产业为主线，科研推广成果丰硕，共计

研发和集成 335项优质高产、绿色生态
技术，制定 158个技术规程，获得 170项
技术专利；获得科技成果奖 141项，其中
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78个。

创新团队育成的新品种表现优异。
水稻团队育成的丰田优系列以 1050万
元转让给了广西金卡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创造国内单一区域水稻品种使用权
转让最高价格；玉米团队的桂单系列推
广面积成功超过迪卡 007 等国外玉米
“洋品种”；肉鸡团队的黄羽鸡新品种培
育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
外，甘蔗团队的桂糖系列，柑橘团队的桂
橘、桂金柑、桂夏橙系列，猕猴桃团队的
桂翡、桂红中晚熟品种，薯类团队的桂农
薯、桂彩薯等组成了一支“桂系”农产品
品种大军。

创新团队集成了一系列突破产业
发展瓶颈的新技术。柑橘团队的柑橘
无病毒苗木繁育和黄龙病综合防控技
术，为广西柑橘产业大规模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荔枝龙眼团队研发的荔
枝蛀蒂虫绿色防控技术简单易行，农
药使用量减少 30%以上，亩产增加
20%；肉牛肉羊团队研发的避雨遮光生
态牛舍获得国家专利，在全区南部多
雨地区广泛推广。

创新团队最大的特点和最大的优
势在于和产业紧密结合，互促共进。芒
果团队派出多名专家长期驻扎百色市，
与市政府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目
前，百色芒果种植总面积已突破 120万
亩，总产值 35亿元，百色芒果地理标志
产品被列入中国欧盟互认产品。广西桑

蚕产业创新团队首席岗位专家陆瑞好
带领团队积极配合“东桑西移”，培育出
桂蚕 N2、桂蚕 H9和桂蚕 3号等适合本
地的品种。“如今，广西已经基本实现
蚕、桑品种自主化。我们团队自主选育
的杂交桑品种占全区桑园总面积的
80%以上，自主培育的家蚕品种饲养量
占全区蚕种饲养总量的 98%以上，‘两
广二号’成为全国推广量最大的家蚕品
种。”陆瑞好说。
“农业创新团队还搭建了产学研融

合的大平台，促进了农业人才培养。广西
农业科技的顶尖专家、骨干人才和未来
力量汇聚于此，为广西农业品种创新、科
研创新的重大突破作出了巨大贡献。”陈
明伟说。

据经济日报

广西农业创新团队培育新品种超过 530个

汇聚顶尖力量 做强特优产业

近日，笔者从“2018中国马铃薯
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中国作物
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主办，昭通市
人民政府、云南省农业厅、省农科院承
办的 2018年中国马铃薯大会将于 7
月 8日至 10日在云南昭通举办。
昭通市副市长苏建宏发布新闻

说，在昭通市举办 2018年中国马铃
薯大会，不仅可以增进马铃薯业界交
流与合作，学习借鉴马铃薯产业先进
技术和经验，加强科研、生产、经贸合
作，还将有利于全面展示云南省马铃
薯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有利于探索
乌蒙山片区马铃薯产业助推脱贫攻
坚的有效途径，推动昭通马铃薯产业
做大做强，提升昭通知名度，扩大昭

通影响力，推进昭通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本次大会设置了 2.1 万

平方米的会议会展中心，共有 2个展
厅 198个标准展位、7个特装展位、5
个特色展区。目前，已有 125家企业
报名参加经贸洽谈，243家企业报名
参加展示展览。2018年中国马铃薯
大会期间，将举行“乌蒙山片区马铃
薯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论坛、招商
引资暨项目签约仪式、专题研讨会、
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例
会等活动。其中，“乌蒙山片区马铃薯
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论坛，将立足
区域实际，更深入地探讨马铃薯产业
与脱贫攻坚的联动作用。

张魏

云南昭通将举办
2018年中国马铃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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