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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5 月以前，这
里名不见经传；1949 年 3
月以后，这里名扬海内外。

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
里，这里孕育和走出了一个
新中国。

这个地方就是位于河北
省平山县的西柏坡。

为什么是西柏坡？
近日，记者深入这个遍

地沟沟坎坎的小山村蹲点，
从最细微处感受太行山脚下
的红色教育脉动，探寻“新
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原因。

火星，依然在闪烁——
深入挖掘红色经典

4 月 9 日 9 点，记者在
平山县岗南镇西岗南村小学

会议室见到王璐时，她的手
一直紧紧攥住教案，手心都
出了汗。看得出来，她很紧
张，再过 10 分钟，她就要走
进县乡教研员都已到齐就坐
的 五 年 级 （2） 班 的 课 堂 ，
讲授准备了 3 个月的校本课
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

今年 1 月初，西岗南村小
学校长刘增平决定深入发掘抗
战时期著名的音乐家、西岗南
村人曹火星创作歌曲 《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故事，
打造一门充满西岗南村红色印
记的校本课程。

9 点 10 分，伴随着全班
34 名学生整齐的“老师好”
问候声，西岗南村小学本学期
第一堂校本课程开始了。

提问导入、播唱歌曲、介绍
背景、知识竞赛、课后作业⋯⋯
在王璐紧凑连贯的穿插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创作历程，以及创作者曹火
星的生平事迹一一被呈现出
来。

当王璐讲到曹火星是西岗
南村人时，孩子们的眼睛在放
光。“你们的爷爷奶奶中有没
有认识曹火星的，或者是与曹
火星有渊源的？下次上课，请
你们来讲述。”最后，王璐给
学生布置了这样的作业。

没有强大的师资、没有高
大上的设备，如何开展好红色
教育？作为一所偏远山村学校
的校长，刘增平一直在苦苦思
考这个问题。

平山有着丰富的抗战文
化，著名文化人田间、王莘、
魏巍、崔嵬、陈强、田华都曾
在这里战斗生活。卢肃在这里
创 作 了 歌 曲 《团 结 就 是 力
量》，魏巍创作了长诗 《滹沱
河》，周而复写下了作品 《洪
子店》 ⋯⋯

其他学校如火如荼的红
色教育让刘增平着了急：如
今，平山基本上每所学校都
有独具自身特色的红色教育
活动，各学校以讲好革命故
事为主线，深入挖掘红色和
乡土资源，精心打造了 40 门
校本课程。

刘增平也不甘落后，把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作为学校的必唱歌曲。为了纪
念曹火星，学校社团以“星火
系列”命名：“星火剧社”排
练红色短剧，“星火合唱团”
传唱红色歌曲，“星火文学
社”阅读红色经典。

在干了半辈子教育的刘增
平看来，课程与教材是搞好红
色教育的关键。于是，他有了
打造一门能够走到学生身边的
精品校本课程的想法。

第一次尝试究竟怎么样？
刘增平急着想知道答案，课程
一结束，他就招呼特意邀请来
的各位教研员到旁边的会议
室，听评这门课。

王璐介绍了自己的教学安
排和思路后，平山县教研室副
主任李玲娟直面问题发言 ：

“我提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
门开放式的综合性课程，校本
课程可以融合音乐、美术、计
算机等更多学科教师进行研
发，形式内容可以更加丰富多
彩。二是教学目标的达成需要
过程和方法，留的作业完全可
以设计得更细化，例如怎么分
组、采访哪些人、下节课如何
呈现。”

王璐若有所思地放下手中
的笔慢慢地说：“是的，完全
可以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
组可以去村子里的曹火星纪念
馆调研，一组可以扮演小记者
采访亲历者。”

随后发言的岗南镇教研
员、岗南学区中心校副校长焦
红彦则指出了红色教育同样需
要引入新课改的理念：“王璐
老师在课堂上已经有以学生为
主的意识了，学生为主其实意
味着面对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
问题，教师更要提高备课能
力，从而及时科学引导学生思
考。”

王璐频频点头，并加快了
笔速，记录下教研员们的每一
个宝贵意见。

看到王璐收获了这么多建
议，一旁的刘增平很高兴，

“有了众多专家的帮助，有了
平山这块肥沃的红色土壤，我
们开发精品校本课程的信心更
足了”。

（下转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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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禹跃昆

周洪松

史林山老人在给学生们讲王二小的故事。 本报记者 周洪松 摄

壮丽 奋斗新时代年
基层蹲点记700

开栏的话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迈上新台阶。为深入挖掘教育部门和学校坚持因地制
宜，从实际出发，稳步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经验和成就，
本报组织记者走进教育改革前沿，深入基层一线蹲点采
访。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基层蹲
点记”栏目，敬请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参加
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叮嘱参
加植树活动的少先队员，要从
小养成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
意识，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
设得更加美丽，祝他们像小树
苗一样茁壮成长。总书记的
话，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更好
地加强对青少年的生态文明教
育。只有把生态文明教育融入
育人全过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才能代代传承。

总书记对青少年的叮嘱，
让我们更加明白，在新时代把
生态文明教育融入育人全过
程，努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台阶，是每一个教育工作
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加强生态
文明教育，引领青少年养成爱
护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是
教育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使命。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
团审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
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
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
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
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
战。这“四个一”体现了生态文
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中的地位，作为教育工作者，
只有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重
要性的认识，才能在育人过程中
创新思维和方法，把生态文明教
育做得更好。

施教者先要受教育，对青少
年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教育工作

者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态文明
素养。虽然生态文明的理念由来
已久，但受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阶段性限制，在这个大背景下
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还需要不
断调整思维方式、加强学习，才
能更好适应生态文明教育的新形
势。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
会上回应政协教育界别委员建议
时提到，在课程设置、社会实
践、校园活动等环节，要加强生
态文明教育内容的融入。这显示
了教育部门对生态文明教育的高
度重视。我国现在的国民教育，
虽然包含着生态文明教育的内
容，但从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高度出发，其内容和形
式都需要不断创新，才能适应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的未来。这是生态文明
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必须面对的

问题，对此，每个教育工作者都
有责任给出自己的答案。

生态文明教育不但要培养青
少年的生态文明价值观，更要培
养青少年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践能力。让广大青少年在植树节
亲身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就是最好的生态文明教育。引导
青 少 年 参 与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实
践，应该结合青少年的实际，
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既可以鼓
励青少年在植树节、爱鸟周、世
界环境日等参与植树造林、护鸟
等活动，又要注重把生态文明教
育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结合起
来。（下转第十版）

生态文明教育要从孩子抓起
钟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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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娘，俺不是来找你抢孩
子的吧！”近日，山东省菏泽市
单县博爱学校负责人、单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朱艳霞来到一年级
学生程勇畅 （化名） 家家访时，
笑着对他年逾古稀的奶奶说。

当天，朱艳霞和博爱学校副
校长鲍珊赶了几十里乡间小路去
家访。老人从二人口中得知，孩
子到校当天就换上了干净的衣
服，学校食堂一日三餐荤素搭
配，有专门的营养菜单。“孩子
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也讲
卫生、懂礼貌了，见了老师就问
好，这回你就放心吧！”朱艳霞
说。

故事还要从 2018 年 8 月说
起。当时，单县为推动教育扶贫
工作精准发力，帮助深度贫困家
庭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子女入学问
题，建立了公办校单县博爱学
校，这也是山东省首所特困家庭

子女专读学校。
程勇畅父母双亡，家里只有

年逾古稀的奶奶和无力照顾自
己的姐姐。朱艳霞第一次来动
员程勇畅到博爱学校上学时，
奶奶还担心是坏人来抢她的孙
子，怎么也不同意。朱艳霞上
门做了 4 次动员工作后，老人
才勉强同意。

“建立单县博爱学校，是落
实国家脱贫攻坚任务的需要，也
是打造教育扶贫兜底工程、切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需要。”朱艳霞
说，“单县经济欠发达，留守儿
童多、贫困家庭多，全县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在校生有一万多人，
其 中 来 自 特 困 家 庭 的 有 2485
人，博爱学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创办的。”

2018 年暑假，单县县政府
先期投资160余万元，翻新改建
原单县东城初级中学，创建了环

境优雅、条件完备的单县博爱学
校。学校以义务教育阶段离异、
单亲、孤儿、特困、残疾等深度
贫困家庭子女为主要招生对象，
2018 年秋季开学时，首批共录
取119人。除了开展正常的学业
教育，博爱学校还对学生进行心
理疏导、生活技能等方面的教
育。

学生庞秋田 （化名） 由于脑
瘫导致肢体运动障碍，从小卧床
不起，去年在爱心人士及社会各
方面的帮助下进行了康复治疗，
学校还安排几名教师对她进行重
点帮扶，每天协助进行康复按
摩。目前，庞秋田已基本能够生

活自理、独立行动。
在博爱学校，像庞秋田这样在

众人关爱中成长的学生还有很多。
“学生全部在校寄宿，教师们还要
轮流值班、重点结对帮扶，照顾好
学生的饮食起居、卫生健康，同时
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辅导。”鲍珊
说。

作为一所公益学校，博爱学校
主要靠政府主办和社会参与保障办
学条件。单县将学校所需经费纳入
财政预算，新增教育经费向博爱学
校倾斜，“慈心一日捐”资金计划
每年列支捐款总额不低于 10%，
单县乡村振兴扶贫基金会教育基金
也优先支持博爱学校发展。同时，
单县建立了财政资金兜底机制，确
保学校正常运行。

“单县博爱学校专门针对特殊
困难家庭子女而建，融知识传授与
心灵抚慰于一身，为特困家庭子女
教育蹚出了一条新路。”山东省委
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省教育厅厅
长邓云锋说。

山东单县为深度贫困家庭子女建博爱学校——

给特困生一个温暖的家
本报记者 魏海政 实习生 葛林

教育脱贫攻坚教育脱贫攻坚进行时进行时

新华社上海 4 月 10 日电
（记者 董瑞丰 王琳琳）人类
史上首张黑洞照片面世！北京
时间 10 日晚 9 时许，包括中国
在内，全球多地天文学家同步
公布首张黑洞真容。这一由
200 多名科研人员历时 10 余
年、从四大洲 8 个观测点“捕
获”的视觉证据，有望证实爱因
斯坦广义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
仍然成立。

这是人类第一次凝视曾经
只存在于理论中的天体——黑
洞，一种体积极小、质量极大的
天体，如同一个宇宙“吞噬之
口”，连光也无法逃逸。

露出真容的黑洞，位于室女
座一个巨椭圆星系 M87 的中心，
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质量约为
太阳的 65 亿倍。它的核心区域
存在一个阴影，周围环绕一个新
月状光环。

百余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
相对论率先对黑洞作出预言，从
此成为许多科幻电影的灵感源
泉。科学家陆续通过一些间接证
据证实了黑洞的存在，但人类始
终没有真正“看到”过黑洞。

“这是人类获得关于黑洞的
第一个直接视觉证据，证实了爱
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
仍然成立。”参与国际合作的中方

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台长沈志强说。

质量极其巨大的黑洞，是宇
宙中的神秘存在。这次通过分布
全球的观测点组成一个口径如地
球大小的虚拟望远镜——黑洞事
件视界望远镜，顺利实现在 1.3
毫米波长的观测，并经过长期的
数据分析，成功“捕获”黑洞的影
像。

由于需要极高的灵敏度，组
成全球网络的 8 个射电望远镜分
布在多个高海拔地区，包括夏威
夷和墨西哥的火山、西班牙的内
华达山脉、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
南极点等。“这些望远镜的分辨率

相当于能在黑龙江漠河阅读南沙
群岛上的一张报纸。”中方科学
家、上海天文台研究员路如森说。

“看”得远、“看”得清仍然不
够，给黑洞拍照还要“看”得准。

“观看电视节目要选对频道，黑洞
影像也必须在合适的波段才能观
测。”路如森说，最佳波段在 1 毫
米附近，这一波段的黑洞光环最
明亮，而背景“噪音”又最小。

该国际合作项目负责人、哈
佛大学教授谢泼德·多尔曼表示，
过去 10 多年里，技术的突破、全
球天文台的合作等，让人类最终
打开了一个观测黑洞的全新窗
口。

人类首次
“看见”黑洞

照片“主角”是室女座超巨椭圆星系M87
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约为太阳的65亿
倍，距离地球5500万光年。

黑色部分是 黑洞投下的“阴影”
明亮部分是 绕黑洞高速旋转的吸积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