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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面朝南海，三山相依；背靠琼
岛，河湖环绕。这是北纬18度海
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东南部，一处
集多种自然风光于一体的黄金宝
地。这块宝地不做商业开发，不搞
旅游项目，而是用来办国际教育。
眼下，这里正孕育着海南国际教育
创新岛建设的重要载体，中国首个
以教育开放为核心使命的园区——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拿出最好的资源建学校，创造
最优的环境办教育，这是海南下好
教育优先发展“先手棋”的决心和
行动。

敞启开放大门
欧洲中部，琼岛西北，德国北

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与海南省洋浦
经济开发区相距万里。2020年 8
月13日，一场“云签约”，让跨越
山海的两地有了紧密联系——位于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德国比勒
菲尔德应用科技大学将在洋浦经济
开发区独立办学。

“云签约”现场，海南省副省
长王路与德国比勒菲尔德应用科技
大学校长施拉姆·沃尔克在战略协
议上签字落笔，中国境内首个境外
高校独立办学项目正式落户海南。

“允许境外理工农医类高水平
大学、职业院校在海南独立办
学。”这是《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
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与《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提
出的内容，这项政策在中国境内尚
属唯一。

目前，除了德国比勒菲尔德应
用科技大学，酒店专业类知名学校
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也正式签约
落户海南，成为第二所在琼独立办
学的境外院校。

“开放”是主基调，“引进”成
高频词。据统计，2018年4月13
日以来，海南全省已累计签约引进
36所国内外知名高校，51所引进
的国内外知名中小学顺利开学，共
签约教育项目110个，开工项目
400个，总投资约300亿元。

四面八方引进而来的高校集聚在陵水黎安国
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三亚崖州湾科教城等教育对
外开放重点园区，不断孵化着国际教育创新岛的
雏形。

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主要围绕高新
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引进相关优势学科高校
独立办学或中外合作办学。英国考文垂大学、加
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以及南开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南方科技大学等16所国内
外名校已签约入驻，园区40万
平方米的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动
工，计划今年秋季实现首批招
生。

三亚崖州湾科教城则是聚
焦服务深海科技、种业安全等
国家重大战略的产学研一体化
发展平台，引进国内外知名高
校举办研究生院或研究院。截
至目前，已有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等8所国内知名高校
入驻，其中5所已于2020年 9
月正式招生开学。

“浙江大学以浙大海南研究
院为战略支点，聚焦南海、热
带农业等领域，以高新技术为
突破口，提升国际教育创新岛
的发展驱动力。”浙江大学校长
吴朝晖说。

中国农业大学三亚研究
院、上海交通大学三亚崖州湾
深海科技研究院、中国海洋大
学三亚海洋研究院、武汉理工
大学三亚科教创新园……众多
落地高校依托海南地理优势、
针对海南发展需求，扎根南海
之滨，充分释放发展优势。

先行创新之路
国际教育创新岛的核心要

义在于“创新”。“创新”是什
么模样？

透过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
新试验区的建设规划，可窥一
斑而知全貌。该试验区按照

“大共享+小学院”创新理念规
划建设，即图书馆、教学楼等
公共设施共享使用，入驻高校
根据学科需要使用专享“小学
院”。试验区可容纳数十所高校
集聚办学，办学方式灵活，可
以是独立办学，也可以是中外
合作办学；可以办学院、系，
也可以只办一个专业。

各校可通过“国际学分银
行”“国际大师班”等“大共享”平

台，构建中西互鉴、文理互通、学科互融、课程互选、
学分互认、管理共商的“五互一共”办学模式，学生
可“一校入学、多校选课、多个学位”，实现“学在海
南=留学国外”的愿景。

作为第一批入驻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
区的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专门成立海南国际办学
领导小组，深入研究办学管理创新机制。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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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是第26个全国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日。讲座、戏
剧、展览、演练……各地中小学
围绕今年“知危险，会避险，守护
安全成长”主题，自选安全教育
内容，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教育活
动。

信息时代，孩子的学习、消
费、出行、娱乐都离不开互联
网。一些看不见的网络黑手：网
络霸凌、诈骗、色情、性侵……正
频繁伸向未成年人，给传统安全

教育带来新挑战。

进行时：花儿与少年，
成长与安全

“叔叔，这个车是干什么
用？”“叔叔，消防服是防火的
吗？”“叔叔，这个面罩里面有氧
气吗？”孩子们开启“十万个为什
么”模式：灭火器的分类、消防用
品怎么储存与使用、火灾中如何
自救、生活中如何防火。

3月26日，辽宁锦州市松山

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学苑路消防
救援站的消防员叔叔正耐心地
给前来参观的锦州市实验学校
的学生们进行解答、示范。

这几天，除了消防员叔叔，
交警叔叔也很忙。内蒙古、山西
等地的交警叔叔走上讲台，告诉
同学们怎么认识交通信号灯、交
通标识以及走路、乘车、骑行安
全，图文并茂、结合案例警示同
学们交通危险在哪里。

（下转第三版）

不良网络信息极大危害孩子健康，挑战传统安全教育——

怎样斩断伸向孩子的网络黑手
新华社记者

3月29日，在浙江省
长兴县龙山街道中心幼儿
园，民警和孩子们一起进
行交通标识拼图游戏。当
日是第 26 个全国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日，长兴县龙
山街道中心幼儿园联合长
兴县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
开展“交通安全课进校
园”活动。

许斌华 摄

交通安全课
进校园

春雨绵绵，挡不住孩子张扬
的天性。

操场上，舞蹈队载歌载舞，
腰鼓队鼓点铿锵；音乐室，合唱
队声情并茂，竖笛组婉转悠扬；
教室里，绘画组笔尖沙沙，诗歌
组声音响亮……这是湖南省汉
寿县周文庙镇陈军堤小学课后

“三点半”的热闹景象。
2021年春，汉寿县将农村集

镇中小学校课后服务纳入全县十
大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实现汉寿
县中小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

政府“挑大梁”，缩小
城乡教育差距

2020年秋，汉寿县开展城
区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

服务，1.7万多名学生自愿参加
服务，参与率近90%，极大解
决家长“三点半”难题，减轻
学生课业负担，收获城区家长
的一致好评。

不过，汉寿县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共有6.4万多人，其中农
村学生占比近70%。“发展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决不能只关
注城区的一小部分学生，更应
将教育发展的福利更多惠及乡
村学生。只有农村的教育质量
提升了，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
实现优质均衡。”汉寿县委副书
记、县长周功表说。

2021年初，《汉寿县农村
集镇中小学校开展课后延时服
务工作指导性方案》出台，方

案明确提出，不向学生收取任
何费用，由汉寿县财政安排专
项奖补资金支持。汉寿县教育
局将以各校实际参与学生数及
年终专项考核情况为依据，发
放专项奖补资金。“除此之外，
方案对课后服务的对象、时间
段、服务内容、服务形式、经
费管理，以及对课后服务的组
织领导、安全管理和督导考核
等，都一一作出了明确规定。”
汉寿县教育局局长雷常元说。

据统计，此项服务全年需
经费3000余万元，在全县财政
吃紧的情况下，周功表说：“这
是真正的民生工程，即便花费
再大，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开
展下去。”

学校“勇担当”，激发
农村教育活力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下午4点，汉寿县周文庙镇陈军
堤小学的诗教组书声琅琅。

该校校长潘德凤介绍，陈
军堤小学是“全国诗教先进单
位”“常德市国学基地校”，学
校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
课后服务启动后，学校首先成
立3个诗教兴趣小组，每组20
人，定期开展诗教活动，并通
过黑板报、宣传栏、广播站等
方式，在全校营造浓厚的诗教
氛围。

（下转第六版）

课后服务如何覆盖农村集镇学校
——湖南汉寿着力化解家长“教不了”“教不好”困境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任晶晶

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田地区教育局获悉，北京市
教育援疆力度加大，第十批第
一期援疆教师共计275人，是
北京市对口支援和田24年来规
模最大的援疆教师队伍。与此
同时，北京市2021年计划投资
近 10 亿元，实施 60 余个项
目，着力改善新疆和田办学条
件，并重点推进和田地区第一
所本科院校的筹建工作。

据了解，北京市 2021 年
计划实施的项目涵盖办学条件
提升、师资队伍培养、管理经

验输出和交往交流互动等各
个方面，其中八成以上资金
计划用于支持受援地中小学校
舍建设和设施设备完善，以及
技工学校校园文体及基础配
套、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楼建设
等项目，重点推进和田地区
第一所本科院校——和田学
院的筹建工作。

“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共
投入教育援疆资金20.98亿元，
实施项目200余个，援助新建
和改扩建中小学校幼儿园193
所，建设规模 260 余万平方
米，新增学位15万余个，先后

选派援疆教师640余人次，推
进“组团式”教育援疆，实现
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职业
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全覆
盖帮扶。同时，积极开展“校
长能力提升”“幼儿园园长赴京
挂职”等项目工程，为当地打
造师资队伍。

对口援建和田以来，北京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援
疆工作，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的
教育援疆工程，有力地促进了
北京对口支援的和田地区一市
三县和兵团第十四师教育事业
跨越式发展。

北京今年教育援疆计划投资10亿元

【职教周刊】

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新”在何处
➡➡➡详见第五版

【新闻·要闻】

上好抗疫这堂“大思政课”
➡➡➡详见第三版

滨州医学院大学生时政宣
讲团成员、特教专业学生冯
豪，6岁患疾失明，10岁时就
开始登台演讲，这一次他有了
不一样的感觉，“我向社会展示
的是视障群体充满正能量的态
度，让人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给
予残疾群体的关怀”。

这支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
大学生队伍，有个动人的名
字，“熠韶华”。意思是，要在
大好年华，发光发热。

去年寒假以来，这支来自
滨州医学院的千人大学生时政
宣讲团，分成 365 个小分队，
跨越全国27个省份、362个市
区，以“致敬百年·四史精
神”为主题，开展现场和网络
双线宣讲近300场，受众人数
逾4万人。

他们或寻访乡里乡亲，或
驻守防疫村口，或投身史料展
馆，或体验街区变迁……下基
层上“云端”，让富民之声插上
飞翔翅膀，将党的光辉洒向百

姓心田。

宣讲宏大主题却成
为“校园网红”

今年2月下旬，滨州医学院
宣讲团视频单元刚刚登上B站，
就获得了2.2万条点赞，被推荐
到校园学习专栏首页，成了地地
道道的“校园网红”。

“你们是最棒的”“生逢其
时，吾辈之幸”……收获了一大
波点赞的宣讲团159队“人气5
人组”，都是药学院大一学生，他
们分别来自山东的5个县市。

疫情当前，分处异乡。怎样
在8分钟里，同讲“乘改革开放
谱新篇 做登高望远领路人”这
样的宏大主题？青春的火花在
网上交替碰撞着：“分块领办，各
就各位”“场景转换，视域扩展”

“后期特效得跟上”“还有仪式
感，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多月的时间，5个小伙
伴沉浸其中，采集了几万字的史

料、100多张图片、近30个视频，
十易其稿，进行了 50 余次录
制。正式出镜那天，他们手持红
旗，英姿飒爽。韩孟雪赶赴冀鲁
边区革命纪念馆缅怀先烈，邵珠
峰在“蔬菜之乡”寿光菜博会展
馆前回顾改革开放历程，王志浩
站在拔掉穷根的惠民县展示当
地发展成果……“吾辈有幸遇见
春风拂面的时代，更有志为繁荣
昌盛的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
量。”队长王欣宜在日照市社区
党史纪念馆作总结。

指导教师之一、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教授曹锡山激动地
说，同学们的热情太高涨了，
这个假期在B站上传了230多
个原创党史宣讲视频。还有的
同学在抖音上展现家乡变化试
水直播带货，“这样的网红，个
个都了不起！”

打破边界感和老套路

这样一支庞大的宣讲队
伍，是怎样变成“网红”的呢？

原来，他们身后有个很
“硬核”的平台指挥部。在“千
人宣讲团队长QQ群”里，不

仅有详尽的线上宣讲标准与指
导文件，还有“点对点”的

“答疑区”，类似“多人宣讲要
怎么呈现”“怎样才能使视频更
加出彩”“我担心宣讲不够流畅
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随时都
能在这里找到建议和答案。

平台指挥部来自宣讲团的
核心成员，有130人。团长李
林，系医学影像学专业学生。
别看是个小姑娘，但三言两语
就勾勒出他们的“五部制”运
行图。谈起宣讲团一年多来的
运作流程和经验，李林满脸兴
奋。

“平时苦练兵，战时打胜
仗。”自2019年9月成立至今，
宣讲团已经带队打了13台大型

“宣讲战”，每场都有“挑战
性”，每场都有“大捷报”。其
中，既有校园大学生时政宣讲
比赛、“助力家乡奔小康”医学
生试水直播，也有与胶东党性
教育基地讲解员同台学“四
史”。特别是去年暑期的伟

“微”道来宣讲活动，还获得了
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
队。 （下转第六版）

滨州医学院千名大学生跨越27个省份，宣讲近300场——

将党的光辉洒向百姓心田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张玉龙 王朝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