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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杆，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

40多年来，深圳兴涛，浦东弄
潮，一南一东的两大标杆地区高举
改革开放大旗，锐意进取，顽强拼
搏，象征了奋力赶超世界的中国速
度。

跨入新时代，春潮涌动，风起
绿洲，一项“千年大计”如春芽破
土而出，雄安这座新城必将成为进
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新标杆。

千年大计，教育先行。自成立以
来，雄安新区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将教育规划纳入新区
顶层设计，积极引入京津冀优质教育
资源，补短板、提质量、谋发展，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着力打造新时代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新坐标。

“听党话、跟党走，把红色
基因带到雄安去”

“我从延安来，我是六一娃，点
燃雄安梦，科技创未来……”上午
时分，记者走进北京市六一幼儿院
雄安院区，教室里传来了孩子们的
朗朗诵读声。

北京市六一幼儿院诞生于革命
圣地延安，被誉为“马背摇篮”，是
一所具有深厚红色历史的学校。
2018年3月，随着北京市援建雄安
新区办学项目启动，六一幼儿院雄
安院区正式揭牌成立。雄安院区院
长殷珺告诉援建教师团队：“历史
上，六一幼儿院从宝塔山走向玉泉
山，走过了一条红色的保教之路。
如今，六一幼儿院听党话、跟党
走，要把红色基因带到雄安去！”

在雄安，援建教师团队发扬艰
苦奋斗精神，传承六一红色基因，
改造完善基础设施，组织教师培训
研修，发掘独特校园文化，构建新
区特色课程。她们还把总院传统的
陕北特色腰鼓操带到雄安，带着孩

子们在欢快的音乐中挥舞鼓槌、齐
声呐喊，潜移默化地加深孩子们对
革命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了解……

“殷珺们”的奋斗故事，正是雄
安新区教育事业借助京津冀优质资
源飞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历史上，雄县、容城、安新三
县的教育曾长期是民生短板。北京
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副校长、
雄安校区校长张文峰曾用“老、
大、难”来形容这里教育基础：观
念“老”，评价方式单一，教师很少
思考为什么和为了什么；班额

“大”，师资力量薄弱，大班额现象
较为严重；管理“难”，每年都有部
分校聘教师离职，教育教学工作有
许多突发情况。

变化，源于3年前的牵手，北
京市六一幼儿院等4所优质学校挂
牌援建的雄安校区同时落地，拉开
了雄安新区对接优质教育资源的序
幕。此后，天津市10所学校与三县
学校开展帮扶，河北省21所学校与
新区22所学校建立合作，由北京市
援建的“三校一院”（北海幼儿园、
史家胡同小学、北京四中、宣武医
院）交钥匙项目扎实推进……

用千年大计的心态，走好平凡
日子的每一步。张文峰告诉记者，
为解决“老、大、难”问题，中关
村三小为雄安校区搭建了三支援建
队伍。第一支队伍是扎根雄安校区
的12名驻派教师，既有负责学校治
理的校长、主任，也有引领教育教
学改革的骨干教师。第二支则是22
名周期援教教师，他们作为教师研
修站的实践导师，定期来雄安教
研。第三支队伍更加庞大，雄安校
区需要什么，中关村三小就举全校
之力提供什么，线上线下全天候全
方位指导。

“在雄安，我们有一种‘被需
要’的感觉，大家一起做事、深度
参与、共同成长。工作很辛苦，但
内心很幸福，这里的教育生态正因
我们的到来而悄悄改变。”望着生机
勃勃的校园，张文峰笑着说。

“办好教育，让老百姓满
意，让建设者安心”

去年夏天，一段雄安新区建设
现场夜景的视频在朋友圈刷屏，塔
吊林立，恍如白昼，令人心潮澎
湃。据统计，目前在雄安新区177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百项重点工
程正加紧施工，18万余名建设者昼
夜奋斗，新区建设全面提速。

众多建设者子女的读书问题怎
么解决？雄安新区的教育质量能让
家长们放心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走进了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雄安
校区。

“我来雄安两年了，老师对我很
好，学校环境也很好，我在学校里交
了好多朋友。我喜欢雄安，我觉得我
可以算是一名‘雄安人’。”面对镜头，
二年级的郭昕淼一点儿都不胆怯，认
真表达对学校和新区的喜爱。

小昕淼的爸爸妈妈都是雄安新
区的建设者，此前在天津工作。接
到建设任务之初，夫妻二人没有考
虑待遇和环境，唯独担心孩子的教
育问题：“小县城的教育水平比不上
大城市，可别把孩子给耽误了！”

2018年，雄安新区启动“千年
大计，教育先行”三年提升计划，
着力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师队伍
素质、夯实教育教学质量——

顶层设计方面，成立雄安新区
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汇聚30余位
权威教育专家献计献策，绘就新区
教育战略蓝图。成立雄安新区容和
教育总校，统筹推进容东片区32所
新建学校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探
索教育体制“放管服”改革。

资金投入方面，3年间共下达
教育提升补助资金6.2亿元，专门用
于支持生均公用经费提标、京津冀
援助办学、重点受援学校校长基金
等项目。2019年，雄县更是投入
5.1亿元，用9个月时间建成新区首

个永久性房建项目——雄县第三高
级中学。

师资队伍方面，3年间开展各
类学科教师研修约一万人次，组织
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专题培训
700余人次，新招聘教师3075名，
有效缓解师资水平不高和结构性紧
缺等问题。

智慧校园方面，推动雄安新区智
慧教育示范区建设，打造全国领先的
智慧教室、智能学习体验中心和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示范基地，整合优质线
上课程资源，助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

……
3 年时间，雄安建设翻天覆

地，新区教育也大变样。在小昕淼
的班主任王芳看来，办好新区教
育，三县的老百姓满意，外来的建
设者安心，老师们也有了更高的奋
斗目标，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位容城本地的家长欣喜地告诉记
者：“孩子见识多了，善于表达了，
眼里有光了，他们是这座城市未来
的希望！”

“树立千秋之城、未来之城、
典范之城的教育新坐标”

城市，是百姓幸福生活的载
体。教育，是关乎民生福祉的大事。

“未来雄安，没有单一城市中
心，不会摊大饼一样无序扩展，而
是构建尺度适宜、职住均衡的城市
组团。”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副局长
魏隆姬表示，新区在公共服务设施
布局上，将构建社区、邻里、街坊
三级生活圈和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
设施，实现步行5分钟送孩子到幼
儿园、10分钟到小学、15分钟到中
学。居民不会将大量时间耗在上班
和送孩子上学的路上，这对区域
间、城乡间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

按照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

要》，社区中心将配置中学、医疗服
务机构、文化活动中心、社区服务
中心等设施，形成15分钟生活圈；
邻里中心配置小学、社区活动中
心、综合商场、便民市场等设施，
形成10分钟生活圈；街坊中心配置
幼儿园、24小时便利店、社区服务
站、文化活动站、社区卫生服务站
等设施，形成5分钟生活圈。城郊
农村共享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
服务配套设施；特色小城镇参照城
市社区标准，配置学校、卫生院、
文化站等公共服务设施，构建乡镇
基础生活圈。

“三校一院”交钥匙项目建设现
场负责人向记者透露，依据新区规
划，学校将成为整个社区的中心，
图书馆、体育场等资源都会实现共
享与互动，以孩子为枢纽带动社区
文化发展。

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记
者了解到，雄安新区将支持“双一
流”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规划建
设新区职业院校，建设集继续教
育、职业培训、老年教育等功能为
一体的社区学院。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
员会成员李晓江看来，雄安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城市，要着
力解决好城市人口在教育、医疗、
就业、居住、养老等方面“不平衡
不充分”的突出问题，实现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城市的应有之义。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雄
安新区已从规划建设为主进入承接
北京非首都功能和建设同步推进的
重要时期。到2035年，新区城市功
能将趋于完善，优质公共服务体系基
本形成，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
雄安这座千秋之
城、未来之城、典
范之城，将成为新
时代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新坐标。”
魏隆姬说。

■新青年说

漫漫实践教学路，悠悠学子柏坡情。
西柏坡，是一部厚重的红色书籍，是一

片敢于斗争、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土地。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全
国土地会议在这里召开，《团结就是力量》
在这里唱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当我得知
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立了“西
柏坡红色胜典”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就迫不
及待地来到了这里。

西柏坡纪念馆前临碧波荡漾的柏坡湖,
后倚松涛阵阵的柏坡岭，一下车就感受到了
一种远离喧嚣的庄重。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参
观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
时等革命伟人工作过生活过的地方，这些富
有当地特色的平顶房又矮又小，外墙抹着一
层白灰,屋里上了一层黄泥，家家户户都是
木板门，屋里的地面都是用灰渣和泥土混合

起来铺设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看
到的坑坑洼洼的地面。就是在这些简陋的农
家小院里，革命前辈们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
大战役，从而取得了革命的全面胜利，这里
有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印记，有传承至今的
西柏坡精神。这些红色文化资源蕴含着的理
想信念，为我们这些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
成长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学党史,悟初心,重走赶考路。我们系统地
学习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和英雄史，重读伟大
领袖嘱托，深刻领悟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中国人
民的伟大胜利。我们面对党旗，把党徽佩戴在
心脏的位置，重温入党誓词。我们来到抗战老
兵身边，聆听革命前辈以身报国的感人事迹，
致敬军功章上闪耀着的赤胆忠心。我们捧起
一本本革命书籍，透过文字感受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牢记“两个务必”……

在西柏坡，我立下志向，要把在革命圣
地收获的这种感悟转变为实际行动并持久地
坚持下去。去年5月，我在水深4米的湖中
救起了一名落水男童。在和平年代我们没有
机会征战沙场，但做好本职工作，力所能及
地帮助他人，就能以一种平凡而不平庸的生
活方式实现人生价值。

跨入新时代，悠悠学子定不负韶华，知党
史，感党恩，在新的赶考路上奔跑追梦！

（作者系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

悠悠学子柏坡情
刘一泉

编者按：西柏坡，是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雄安，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将成为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新坐标。从西柏坡到雄安，从历史看未来，新时代“赶考”路上的河北教育，“冀”往开来，砥砺前行。建党百年之际，
我们来到燕赵大地，访革命老区，探未来之城，看青年师生传承红色基因，再创时代辉煌。

雄安：向新时代教育新坐标进军
本报记者 高众 周洪松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桌上这只搪
瓷茶杯没有杯盖。周恩来同志的杯盖摔坏
了，警卫员想换一只新茶杯，但他习惯了勤
俭节约，仅用一个粗瓷小碟代替杯盖……”
建党百年之际，前来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
全会会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小小讲解
员闫露茜不慌不忙，向游客认真地讲述着
发生在她家乡的红色故事。

地处太行山东麓的平山县西柏坡，有
着“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美誉——
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央曾
在这里指挥了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召开了
著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
的宏伟蓝图。闫露茜就读的西柏坡希望小
学，与西柏坡纪念馆仅有一路之隔，每逢
节假日，学校都会组织学生来做小小讲解
员。

闫露茜告诉记者，想把一个个故事背
得滚瓜烂熟，讲得声情并茂，原本内向的
她努力了好久。自从成为小小讲解员，她
更喜欢和别人交流了，做事也更加坚定。

小小讲解员要讲好红色故事，光靠孩
子们死记硬背可不行。校长任敬刚开动脑
筋，以西柏坡红色文化为基础开设校本课
程《新希望》，将动画电影《西柏坡》的
插曲《西柏坡的孩子最忠诚》定为校歌，
开展一系列红色故事大赛，还在球场、图
书馆等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布置了红色文
化展牌。

“在春风化雨的引导下，学生们纷纷
与革命纪念馆、历史文物‘结对子’，每
一处红色资源都有了新的‘主人’，西柏
坡革命精神被深深地镌刻在孩子们心灵深
处。”在任敬刚看来，这是一项有意义的
活动，是一项可以影响孩子们一生的活
动。

“我们学校的历史可长着哩！”有游客
问及自己的学校，另一名小小讲解员刘柏
青不由地自豪起来。西柏坡希望小学前身
是始建于1942年的西柏坡小学。中央机
关在西柏坡期间，西柏坡小学曾与中央机
关子弟学校合并。1993年，西柏坡希望
小学正式成立，由杨尚昆同志题写校名。

西柏坡希望小学副校长陈荣荣，
1993年时正是该校一年级的学生，学校
挂牌之际，她和同学们亲眼看着天安门国
旗班的战士们为学校升起五星红旗。心中
升腾起来的荣耀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
清晰。如今，陈荣荣把这份对家乡的自
豪，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在《新希望》课
程上和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传递给孩子
们。

重温历史，学习先辈，继承意志，激
励我辈。平山县西柏坡学区中心学校校长
高英杰介绍说：“不光是西柏坡希望小
学，如今在西柏坡镇，在平山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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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打造校本课
程，唱响新时代教育凯歌。”

“西柏坡的孩子不怕苦，西柏坡的孩
子不屈服，西柏坡的孩子最忠诚，西柏坡
的孩子成大树……”讲解结束，几位小小
讲解员在回家路上唱起了校歌，纪念馆和
学校的红旗迎风飘扬，孩子们的脸上和心
里都映满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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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本报记者 刘琴 摄

近日，中关村
第三小学雄安校区
举行新队员入队仪
式。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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