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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投入使用 31 所中小学
现有26所学校已招生 5所学校基本竣工 比年初要求多了11所
□记者 李岚 文图

核心提示｜在今年的郑州市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中，郑州市政府提到
了加强基础教育建设，缓解入学难的问题，要求市区新建(改扩建)中小
学 30 所，增加学位 3 万个以上，对中心城区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安装新
风系统，改善贫困地区薄弱中小学办学条件等。目前，2017 年已经接近
尾声，这些关系到孩子们入学教育的民生实事进展如何？任务完成得怎
样？近日，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三十四中安装新风系统

【关键词】新建中小学

【关键词】安装新风系统
预定目标
对郑州中心城区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试点安装新风系统，也是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中
的工程之一。

完成情况

澜景小学教室

预定目标
2017 年年初，郑州市推出的今年要完成的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中，提到了加强
基础教育建设，缓解入学难的问题，并制定了 4 项具体要求，其中第一项是：市区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 30 所，
增加学位 3 万个以上，投入使用中小学 20 所。

完成情况
位于陇海路与西三环交叉口东侧
的中原区澜景小学是今年新建的一所
小学，8 月份建成后开始招收一年级的
新生，
9 月初已正式开学。
昨天上午 11 时 50 分，记者来到这
所像花园一样的新建小学时，孩子们已
经放学了，只有老师们在整理教室。绿
色的课桌上，有的还摆放着孩子们的课
本和习题册。教室后面的吸音墙上，是
老师和学生们制作的“海底世界”卡通
图案，
给教室里增添了浓浓的童趣。
“教室里的桌椅在高度、材质、色彩
的选择上，都力求给学生带来舒适的使
用感受。考虑到一年级学生的实际身
高，学校将教室的黑板距地面高度调整
为 80 厘 米 ，以 方 便 学 生 利 用 黑 板 学
习。另外，教室内还采用了新型激光投
影，这与普通的触摸一体机相比，更有
利于保护学生的视力。”校长赵京雯告
诉记者，该校是按照标准化进行设计建
造的，今年秋天才开始招生，所以目前
只有一年级，有四个班，每个班有 46 名
学生，
都是周边居民的孩子。
据了解，澜景小学今年秋天建成投
入 使 用 ，占 地 22.5 亩 ，建 筑 面 积 近
12000 平方米，可容纳 36 个教学班，是
郑州市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中的项目。
郑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2017 年，市区共安排新建、改扩建

中小学校项目 36 个，拟投入使用中小
学校 31 所，比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中要
求的新建、改扩建市区中小学建设计划
超额安排了 6 所。
“十件重点民生实事中要求今年新
投入使用的中小学校达到 20 所，目前
郑 州 市 区 新 建 中 小 学 拟 投 入 使 用 31
所，超额了 11 所。其中有 26 所学校已
经招生开学，包括中原区的郑州市第九
十中学、中原区澜景小学；金水区新建
丰收路小学、龙门路小学、文劳路小学、
冠军路中学、纬五路二小改扩建项目；
管城区新建十八里河镇站马屯小学、紫
东路小学；二七区陇西国际城小学、郑
州市第八十一中学、滨河花园实验小
学、长江东路第二小学；郑东新区郑州
市第五十四中学、龙翼一小、龙翼二小、
龙子湖小学、龙岗小学；经开区锦程小
学、瑞锦小学；高新区第二外国语小学、
牛砦社区小学、朗悦外国语中学；航空
港区航虹路初级中学、新港九路小学、
飞腾路小学。另外的 5 所学校已经基
本竣工，
目前正在进行收尾工作。
“新建成的 31 所中小学校，能为郑
州市区增加 978 个班、45360 个学位。”
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说，这些新增的学
校和学位，有效缓解了郑州市区的入学
难问题。到了明年，基础教育建设的力
度会更大。

郑州市三十四中是首批试点安装新风
系统的学校之一。昨天上午 10 时，记者来
到该校，看到每个教室的顶部，都安装着新
风系统的管网和设备。在靠近教室门口的
墙壁上，有一个新风系统运行控制开关，上
面显示着教室内的 PM2.5 的测量情况以及
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和温度、空气湿度。
据负责新风系统安装工作的张冬磊介
绍，按照市政府的要求，今年 8 月 16 日开始
对郑州市三十四中进行新风系统的安装施
工。9 月 13 日开始对所安装的新风系统进
行检测。在学生上课期间，教室门窗保持
关闭状态。下课期间教室门可以打开，但
要求学生进出后随手关门。每个班级里，
指定有一名同学为新风系统使用专管员，
具体负责及时关闭门窗。
郑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对中心城区公办中小学和幼儿园试点安装

新风系统，是郑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十件
重点民生实事中有关教育基础建设中的一
项工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该局于 2017
年上半年，完成了对新风系统设备和第三
方检测机构的招投标工作，并确定了 10 家
设备供应商中标单位和 1 家新风系统试点
安装教室空气质量检测评估机构。今年 8
月上旬，郑州市召开了新风系统试点安装
工作推进会。决定在郑州市三十四中和郑
州 101 中两所学校，先期各安装了 10 间教
室，并对试点安装的新风系统设备进行了
测试。测试合格后，于 10 月 19 日全面推进
试点学校的新风系统安装工作。
目前，郑州市区有 58 所中小学幼儿园，
共 483 间教室在进行试点安装新风系统工
作。如今，第三方检测工作已在 58 所试点
学校全面展开。

【关键词】改善办学条件
预定目标
今年年初，改善贫困地区薄弱中小学办学条件的工作，被省政府、市政府分别列入
2017 年河南省、郑州市十件重点民生实事。其中包括为贫困地区 139 所中小学购置课桌
椅、教学实验仪器设备、
音体美器材、
图书、
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
新建教学及辅助用房、
室外
运动场等校舍面积6 万平方米，
使薄弱中小学逐步达到省定办学标准。

完成情况
在登封市卢店镇中心小学，
新换的课桌
椅子让孩子们十分开心。尤其是多媒体远
程教学仪器，
使孩子们既新奇又兴奋。据郑
州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已有 168
所像卢店镇中心小学这样的贫困地区薄弱
学校，
教学条件得到了大的改善。

厚重延津

按照要求，今年需要改善 139 所郑州
贫困地区的薄弱中小学办学条件，但目前
实际“ 全面改薄”的中小学已达到了 168
所，实际谋划新建教学及辅助用房、学生宿
舍、食堂、室外运动场等校舍面积 10.25 万
平方米，
均已超出省里和市里制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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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新延公路盐厂桥
□延津县党史办
1946 年 6 月，国民党部队对解放区展
开全面进攻，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全面战
争。
在此期间，冀鲁豫四地委领导各县党政
军民，与国民党部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延津县是冀鲁豫边区的西南门户，火烧
延津至新乡公路盐厂大桥，是延津县党政军
民为把好西南门立下的战功之一。
9 月初，延津县支队受军分区指示：为
了切断新乡和延津、封丘两县敌军之间的交
通运输，使之不易互相增援和联络，在三天
内必须将延津县城西侧的新延公路上文岩
渠大木桥毁坏除掉。三区区长刘丙炎接指

示后，随即决定行动。命令战士不带行包，
轻装上阵。对毁桥所带工具物品，经大家讨
论，
一致认为斧锯毁桥太慢，用火烧为好。
就这样，二十余名战士每人背麦秸一
捆，抬了两桶煤油，于一天晚上提前出发。
顺利到达大桥，国民党部队并未发现。除站
岗放哨外，剪电线的剪电线，烧桥的烧桥，把
麦秸捆塞在木桥的杈梁上，倒上煤油，用火
柴点着，
霎时火光映红了天空。
国民党部队看守这座大桥在盐厂驻了
一个连，火光一起，就逃跑了。所以没费一
枪一弹，
我军就胜利完成了任务。
当时新乡和延封两县的交界运输不通，
来往联络接应不便，我军这一任务的完成，
在解放战争中起到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