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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改扩建幼儿园39所 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智慧教育实验区

郑州晒“做有未来的教育”成绩
□记者 谭萍

核心提示｜郑州全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39所；郑州市教育局被命名为全国首批智慧教
育实验区；“一带一路”中国·郑州校园足球文化交流暨国际足球邀请赛成功举办……这些全
是2016年郑州在实践中取得的“做有未来的教育”的“成绩”。

2016年12月29日，郑州市教育局举行“做有未来的教育”行动研究成果展示交流研讨
会。大会上，上述年度成果发布。

据了解，2016年 1月21
日，“做有未来的郑州教育”在
郑州市教育工作会上被明确
提出。

为践行这一教育理念，郑
东新区面向社会征集外籍人
员子女学校合作伙伴，2018
年将建成首所外籍子女学校；
郑州九中坚持“中教育”理念，
从氛围和环境上，规划“中书
院”，提升“创客空间”；郑州

47中打造“智慧校园”……
在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李

陶然看来，“做有未来的郑州
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不是
一种教育模式，从学前教育到
义务教育到高中、职业教育再
到高等教育，都可以把“未来
教育”的思想融入到学校的办
学活动中去，结合校本实际，
办出百花齐放、各具品牌的优
质教育。

有未来的教育，学校咋做的？

当天的大会上，大河报
记者了解到，郑州市实施“做
有未来的教育”一年来，在学
校建设工程、教育信息化提
升工程、基础教育国际化工
程、校园足球提升工程、学校
美育工程、教育质量提升系
列工程等 6 个方面成果显
著。如，在学校建设工程方
面，全市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39所，市区新建改扩建30所
中小学、推进20所往年中小
学建设项目投入使用的目标

任务，分别超额完成6所，三
环内高中段学校迁建工作有
近10个项目取得不同程度进
展；在教育信息化提升工程
方面，郑州市教育局被中国
智慧工程研究会命名为全国
首批智慧教育实验区等。

现场，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程凤春对郑州市的研究成
果给予肯定，他希望各学校
能在坚持“做有未来的教育”
的主题下进行多元化的实
验。

探索近一年，取得了啥成果？

李陶然表示，“做有未来的
教育”要放眼未来，站在未来的
视角，做好当下的教育，使得孩
子们更好地适应个人和社会的
未来。

他认为，对“做有未来的教
育”意义价值的理解，应该根植
于以下五个方面的认识：一是
注重教育与未来社会的开放对
接，因需设教，提高当下教育效
益；二是注重当下和未来的协
调统一，争取学生当下幸福生
活和长远发展并重的权利；三
是注重教育的理想性和现实超
越性，回归教育应有的理想抱
负和人文关怀，美好未来共创
共享；四是注重课程与教学的
前瞻性，力促教育教学质量的
绿色持续提升；五是正视过去
与未来，兼顾传承与创新。

不做有未来的教育，教育
就没未来了吗？“在我看来，未
来终归要来，而且一直在来，我
们做有未来的教育是为学生、
教育、社会谋求一个更好的未
来，这是我们的初衷所在。”李
陶然说。

做有未来的教育
意义在哪？

今年中牟县将新建6所小学、1所初中
□记者 谭萍

1月4日，记者在中牟县召
开的学校建设先进经验座谈会
上获悉：2017年，中牟县计划投
资4.24亿元，新建小学6所，初
中1所，增加学位10170个。

大河报记者了解到，2015
年，中牟县投入资金2.12亿元，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7所，新增学
位 8880 个；2016 年投入资金
6.5 亿元，新建迁建中小学 11
所，新增学位17500个。值得
一提的是，去年中牟县用近5个
月就建成了7所学校。滨河路
小学、轩顺街学校、建设路小
学、解放路小学、中牟县一初
中、晨阳路学校、文博路小学等
7 所学校，开工时间集中在
2016年2月和3月份，交付使用

时间是2016年8月。
从2014年至今，中牟县加

大中小学新建、改扩建的力度
和速度，更为合理的学校布局，
让学生可以在家门口选择更为
优质的教育资源。不用跑远
路，教学质量有保证，家长和学
生都特别欢迎。

1月4日，中牟县大孟镇，
家长金先生去平安路学校给正
上初二的儿子送东西。出家门
走个两三里地，金先生就到
了。而一年前，金先生要看儿
子必须跑到距家20里地外的县
城初中。“想着县城里学校好，
就把孩子送过去了。”金先生
说。自从2015年新建的平安路
学校开始招生后，金先生就给

儿子办了转学手续，转回到镇
上的初中。当年，从县城回流
到平安路学校的学生有300多
名。目前，该校在校人数为
3117人，开设49个教学班。

中牟县建校还有一个“秘
诀”，那就是在社区建设之前，
先把学校建设的用地给预留
好，先建学校后建社区。中牟
县教育体育局局长王国恩表
示，学校建设围绕新老县城、汽
车产业园、文创园、农村新型社
区布局学校，并通过一系列措
施培养教师，引进优质教师资
源，培养名校长，“政府给建一
批学校，我们3至5年还社会一
批名校”。

校企跨省“联姻”共建产学研示范基地
□记者 王迎节 通讯员 徐春浩

近日，大河报记者从河南
理工大学获悉，为充分发挥校
企合作优势，提高学校教学质
量和科研水平、企业科级创新
能力，该校化学化工学院与冀
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洗选厂，
共同签署了产学研协议并设立
奖学金。以此开启了一场工业
尖端与学术前沿深度融合、协
同创新、发展共赢的“联姻”之
旅。

据悉，根据协议，河南理工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将为冀中能
源峰峰集团邯郸洗选厂自主创
新能力的提升提供技术支持，
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和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为邯郸洗选厂开办
选煤理论知识培训班等培训项
目，选派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
师进行挂职锻炼，参与企业的
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等。邯郸
洗选厂则利用企业设备优势和
生产条件，为河南理工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提供生产试验条件

和校外实训基地，并合作共建
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实践教
育基地。

此外，邯郸洗选厂向河南
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捐赠7
万元人民币，设立“瀚轩奖学
金”，每年1.4万元，共计5年，用
于奖励矿物加工工程专业品学
兼优的本科生8名、硕士研究生
2名，每名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3000 元、本科生奖学金 1000
元。

高校为贫困学子发“爱心车票”
1月5日上午，河南师大

“冬日暖阳·助我回家”资助
仪式举行，全校107名贫困学
生 收 到 了 暖 心 的“ 回 家 车
票”。

“一张爱心车票让我感
受到了温暖，我会时刻记住
这份爱，用自己的力量去感
恩。”生命科学学院的大四学
生张丽芹说。来自云南大理
农村的她，四岁的时候父母
离她而去，从小跟着奶奶长
大。每年寒暑假近五百元钱
的火车票，要省吃俭用一个

学期才能攒下来。
据了解，河南师大近八

成的学生来自农村，大学学
费、食宿、交通费等学习支出
费用，为贫困家庭增加较大
的经济压力。经过对本校特
殊困难学生的全面摸排和认
定后，确认107名符合资助条
件的学生。根据其乘车区间
和乘车方式，车票款项将汇
入学生建行卡，确保贫困学
子都能顺利回家。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胡华伟

1月5日，郑州市中原区
建设路第二小学举办了“超
级飞侠闯天下”游园活动，旨
在对一年级学生进行学业水
平测试。老师们紧扣课标，
将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
育、健康、书法、品德等学科
内容进行整合，共设置了六
道关卡。孩子们六个人一

组，每闯过一关，可获取一张
动漫“小飞侠”签名照。孩子
们兴趣盎然，发挥了团队合
作精神，最后集齐六张“小飞
侠”签名照，并获得了属于自
己 小 组 的“ 超 级 飞 侠 证
书”。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孙霄飞 文图

学业测评 闯关过卡

班主任论坛释放压力

1月5日，郑州市高新区
外国语小学举行班主任论
坛。本次活动由二年级组承
办，主题为“释放压力，快乐
工作”。活动开始前，二年级
组为每位班主任老师做了抗
压能力小测试。随后，宋智
慧老师分享了一些缓解压

力、调节心理的方法，并组织
班主任们进行冥想。短短的
十几分钟，让班主任们身心
愉悦。李梦雅老师也分享了
自己的方法。比如，利用下
班休息时间游泳、跳舞等。
记者 牛洁 通讯员 毛琳琳

1月4日下午，郑州市第
五十八中学迎来了由高新区
教育局组织干部科组织的
2016-2017 年度校长考核测
评会。当天，校长董震做述
职述廉报告，对本学期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汇报。随后，
郑州市高新区教育局工作人

员向全体教师发放了“领导
班子年度考核民主测评表”
和“校长年度考核民主测评
表”，老师们认真填写。会议
结束后，工作人员又与学校
部分教师进行座谈，对学校
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深入了
解。 记者 牛洁

校长考核测评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