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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近日，第一财经旗下“新一线

城市研究所”依据最新一年的 160

个品牌商业数据、17 家互联网公司

的用户行为数据和数据机构的城

市大数据，发布了新的中国城市分

级排名榜单。在这份榜单中，15 个

城市被归类为“新一线城市”，其中

郑州和东莞的入围格外引人注目。

这份名为“2017 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的榜单，沿用的是商业资

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

跃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

性五大指标。据分析，东莞入围凭

借的是商业资源、电子制造，而郑

州的入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不断

提升的城市枢纽地位。现在，在郑

州坐高铁能直达 129 个城市，是全

国高铁直达城市数量排名第 6 位

的城市。

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和

竞争力，早已过了只看 GDP 的“看

身材”时代，“块头大”有块头大的

好处，“小巧玲珑”也自有一番闲适

风情。城市的发展模式，早就不再

是千篇一律的阶段，每个城市的资

源禀赋、环境条件等各不相同，发

展路径也百花齐放：你以互联网见

长，我以金融消费为主，你依赖房

地产，我青睐实体经济……总之各

擅所长，把有相同追求、不同特性

的人口吸引在一起，共同构成一座

城市的魅力元素。

以往说起城市的竞争力和魅

力，最重要的 考 量 标 准 往 往 是 金

融与科创，于是北上广深这样的

金 融 型 、科 技 型 城 市 各 领 风 骚 。

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指标诸如

休 闲 指 数 、年 轻 指 数 、人 口 增 速

等，逐渐成了非常重要的参考指

标。尤其是人口，已经成为城市

发展的核心资源。有一种说法，

过去十年中国有“三大三小”6 个

人 口 增 长 中 心 ，“ 三 大 ”即 京 津

冀、上海苏州、深莞惠，“三小”即

厦 门 泉 州 、郑 州 、长 沙 。 这 与 前

段 时 间 楼 市“ 涨 价 地 图 ”十 分 吻

合 ，也 与 我 国 将 迎 来 一 个“ 强 省

会 时 代 ”，尤 其 是 中 部 地 区 的 省

会 城 市 将 迎 来 崛 起 窗 口 期 的 判

断不谋而合。

具体到郑州而言，根据百度地

图发布的《2017 年第一季度中国城

市研究报告》，郑州人口吸引力排

名全国第 10，在省会城市人口吸引

力中排名第 4。作为人口竞争力最

有说服力的一个指标，在校小学生

数量最能真实地反映城市人口变

动情况。2010 年~2015 年间，抛开

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不谈，郑州

以 29.7%的小学生增长速度，在 13

个热点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

笑傲群雄。《第一财经》的另一个数

据也佐证了这一点——2016 年之

前的七年间，郑州在校小学生增长

率达到了 39.02%，增量和增速都高

居全国前三。

在校小学生数量的迅猛增长，

显示了郑州蒸蒸日上的发展前景，

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教育资源压

力，大班额和择校问题就一直是郑

州市民挥之不去的痛点。因此，日

前公布的《关于义务教育法及我省

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整改落实情况

的报告》明确指出，为切实解决城

镇大班额和择校问题，政府每年安

排 5000 万奖励资金，组织实施扩充

城镇义务教育资源五年计划和消

除大班额专项规划，而且，郑东新

区龙子湖高校园区也将新建 7 所

中小学。

圆满解决中小学生的教育问

题，就夯实了人口吸引力的基石，

进而也就奠定了城市竞争力的基

础。由此可见，新建中小学不光是

教育问题，更是城市发展战略问

题。6

□彭天增

今年三月，迎着第一缕春晖，名

字叫共享单车的我们，来到了郑州

街头。我们刚一亮相，立即就引来

市民的关注和爱戴，一时间我们成

了大众宠儿。

我们知道自身的使命，也努力

不负众望为大家出行提供更便捷的

服务。无论是全天候的负重工作，

还是暂时被扔在市区的某些角落，

有时甚至被摔趴在路上，在太阳底

下躺着，我们也没有任何怨言，只要

我们的身子骨没被摔坏，就决不会

耍滑偷懒。

当看到人们骑在我们身上，快速

到达目的地时，我们心里那叫一个

高兴。你们不是常说吗，人活着要

体现自身价值，我们也一样，来到这

个世上，也要体现我们的价值，那就

是，在你们最需要我们时，我们就会

出现在你们身边。每天，当你们来

到我们的身边，拿出手机将我们唤

醒时，我们都会在内心里轻声地说

一句：“你好，我来为你服务。”

然而，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

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无端地遭到暗

算？对我们下手的人，有拿刀割的，

有拿针扎的，有的卸掉我们“一条

腿”，有的拧断我们的“胳膊”，有的竟

然把我们的“头”去掉拿走，还有些人

直接把我们扔到河沟里。另外，我们

来到人间就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可有

些人却将我们据为己有，私藏在庭院

家舍之内，再锁上一把大锁。

惨遭蹂躏折磨时，我们真的肺

都要气炸了，我们招谁惹谁了？我

们无声无息地为市民服务着，无论

白天黑夜，无论刮风下雨，无论好路

赖路，我们吭都不吭一声，说到哪就

到哪，可是为什么就有那么一些人，

非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呢？

说说气话，发发牢骚，回过头还

得为大伙儿服务。很多人每天都要

和我们亲密接触，我们当然也乐此

不疲诚心以待。我们由衷地期望，

个别人不要随意伤害我们，我们刚

刚来到人世间，可能会有这样那样

的缺点，会有服务不够完善的地方，

但管理者也设定了多条便捷的途

径，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最后请允许我们说一句：只有

互相关爱，出行才会更便捷，城市

才会更美好！2

据湖南经视报道，在长沙红星水果批发市场，很多商家在国
产水果表面贴上一个进口标签，就“秒变”出“洋水果”，身价倍
增。6 图/陶小莫

新建中小学攸关城市竞争力
圆满解决中小学生的教

育问题，就夯实了人口吸引

力的基石，进而也就奠定了

城市竞争力的基础。

“共享单车”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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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4 岁小男孩晨晨上幼儿园后的一些表现，

让妈妈周女士忧心忡忡。她告诉记者，孩子说话出

现了“娘娘腔”。忧心的不止周女士。长沙市民曹

女士说：孩子班级男孩女孩分开进行一些竞赛，总

是男孩子输。这次六一儿童节班级排练节目，都是

女孩当主角，男孩大多充当树木、花草等背景，一

句台词都没有。只有个别男孩比较擅长舞蹈，装扮

成女孩演出，让别的男孩羡慕不已。（据 5月 31日
《澎湃新闻》）

在这个六一儿童节，“男孩成长女性化”再次受

到舆论关注，一点都不奇怪。“男孩娘娘腔”问题出

现好多年、被议论好多年，却难以改观，皆因社会

问题使然。一是幼教的“娘子军化”。校长、教师、

保育员，清一色的娘子军，这是全国很多幼儿园的

人员结构。如此男女比例，出现“男孩成长女性

化”不足为奇。二是教师的“稚嫩语言化”。幼儿

园教师讲课，使用的多是稚嫩的孩童化、女性化语

言，男孩的女性化色彩就越来越明显。三是游戏活

动的“女性色彩化”。幼儿园举办的很多活动设计

女性化，缺少阳刚之气，让“男孩穿着裙子跳舞”，

后果可想而知。四是父母的“溺爱无边化”。如今

的家长舍不得让孩子参加体育锻炼，舍不得让孩子

干一点家务活。这种环境之下，男孩会慢慢滋生女

性化色彩。

“男孩成长女性化”不是小事，关系孩子的未

来，从家长到幼教机构到全社会都要正视其背后凸

显的问题，综合施策，才能终结“男孩成长女性化”现

象，让孩子们健康成长。6 （郭元鹏）

悉心呵护“城归族”

如今，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选择返乡创

业。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

累计已超过 450 万，约占农民工总数的 2%，这一

群体如今被称作“城归族”。（据 5月 30 日《东方
城乡报》）

“城归族”的出现可谓东风正好。返乡创业的

农民工了解城市和农村情况，成功概率大；一系列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惠政策，为农民工返乡

创业奠定了坚实的支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带来

了巨大市场机遇；以现代农业科技和“互联网+”

为引领，市场壁垒不断被突破，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向更高层次迈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希望的田野上，“城归族”越来越多，对他们

期待之余，有关部门更要多些悉心呵护，毕竟，创

业是一项蕴含着巨大风险的事。为“城归族”营造

良好的返乡创业环境，让他们回得来更留得住，美

丽乡村建设必将如虎添翼。6 （袁浩）

“男孩成长女性化”需终结

中国研学旅行从红旗渠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红旗渠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开展红旗渠研学旅行，更是落实习总书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问

题”和“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具体行动。

伴随大众旅游时代的来临，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研学旅游”纳入中小学生日常教育范畴。教育部、国家旅游局等11部委也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

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要求助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于是，以“研学旅游”为主题的中国研学旅行联盟应运而生，红旗渠景区成为该联盟的首个中国研学旅行基地。我们欣喜地看到——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建国 何美芳

孟夏草长，花开五月；太行绝壁，
渠水蜿蜒。

红旗渠，一座永远屹立的精神丰
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
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不仅是鼓舞
我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不断奋进的
宝贵精神财富，更是实现中原崛起、河
南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精
神力量！

5月24日-27日，来自中央国家机
关部委、全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城市、全
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内旅行商、国
内大中专和中小学校等140家单位的
代表300多人喜聚安阳林州，共同参加
中国研学旅行联盟成立大会暨红旗渠
研学旅行论坛。中国研学旅行联盟大
会提出，将红旗渠定为联盟的常设会
址、副理事长单位，并围绕红旗渠制定
了《中国研学旅行联盟团体系列标准》
和《中国研学旅行联盟红旗渠宣言》。

“中国研学旅行从红旗渠走来！”
中国研学旅行联盟理事长胡呈军兴奋
地说，“研学旅行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的有效育人形式，是培养社会主义合
格接班人的重要举措。中国研学旅行
联盟成立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研
学旅行建设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红
旗渠风景区已渗透中国研学旅行领域
新高地，在中国研学旅行行业发展历
程上更是一次质的飞跃。”

如何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5·26”成为中国研学旅行日
部长点赞红旗渠研学之旅

一渠绕群山，精神动天下。红旗
渠像一条蓝色的飘带缠绕在“北雄最
胜处”的太行山上。横空出世的人工
天河，吸引着八方宾客纷至沓来，也引
来与会嘉宾的啧啧赞叹……5 月 26
日，中国研学旅行联盟大会决定，自

2017年起，每年的5月26日被确定为
“中国研学旅行日”。

“中国研学旅行日”缘何“情定”5
月26日？

面对记者的提问，该联盟副理事
长、红旗渠管理处处长马和平娓娓道
来，今年的 5月 26日是中国研学旅行
联盟成立的日子，具有深刻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红旗渠作为研学旅行
联盟的发起单位、副理事长单位与常
设会址，将在每年的这一天召开中国
研学旅行论坛。“5·26”的谐音是“我爱
游”，这三个汉字的拼音首字母“W”

“A”“Y”组合后，构成一个新的单词
“way”（中文：路，行走之意），意为：
“5·26中国研学旅行从红旗渠走来”。

面对日益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
中国研学旅行的帷幕已经拉开。把红
色资源利用好，推动中国研学旅行发
展，红旗渠风景区责无旁贷。

据马和平介绍，红旗渠景区是中国
研学旅行联盟的首个中国研学旅行基
地，她先后荣膺“全国中小学生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
基地”“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全
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等殊荣，依托中
国石土建筑的人工奇迹和时代精神的
重要载体，这里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瞩
目的焦点、研究的范例、学习的榜样。

当一次红旗渠讲解员、看一场红旗
渠电影、走一次红旗渠、推一把独轮车、
抡一回开山锤、抬一次太行石、吃一次
民工餐、看一场“凌空除险”表演、学唱
一首红旗渠歌曲、开一次红旗渠主题
班会，这些寓教于乐的研学旅行形式
让学生们在行走中阅读历史、在体验
中感受精神、在快乐中完成教育。国
家旅游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王
军表示，“红旗渠在中国研学旅行领域
建设中始终行走于前沿，独创的‘中国
青少年红旗渠研学之旅’精品研学旅
行‘十个一’主题项目首开研学旅行先
河。这也是中国研学旅行联盟成立大
会在红旗渠召开的原因所在。”

在部长访谈环节，国家新闻出版总
署原副署长桂晓风，国务院参事忽培

元，国家旅游局原党组成员、纪检组组
长王军，《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刘润
为，全国工商联原副主席王治国，总参
陆航部原政委单继友将军，军事科学院
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肖裕声，中宣
部老干部局书记、办公厅原主任薛启
亮，教育部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杨春茂等分别对推动研学旅行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他们纷纷表示：这是唯一
的中国研学旅行联盟，拥有唯一的红旗
渠研学之旅“十个一”教育课堂。秉承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书本知识同生活经验相辅相成，
课堂教育同综合体验有机融合，红旗渠
研学旅游品牌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如何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校景融合助力研学游
薪火相传情系红旗渠

这是三代人续写的红旗渠故事——
5月25日，在林州市的一处普通住

宅，已是89岁高龄的“爆破英雄”任羊成
正在跟记者畅谈当年建设红旗渠时，他
爆破除险、崩掉三颗牙齿的动人情形。

任羊成的儿子任桃喜对父亲满是

敬仰，作为红旗渠风景区的一名工作
人员，红旗渠精神已经扎根心中。

任杰，29岁，任羊成的长孙，目前
在红旗渠纪念馆工作。任杰说，爷爷
把红旗渠看成生命的种子，他要成为
红旗渠精神的永远继承者。

生生不息的红旗渠精神，就这样
代代相传……

林州市委书记王军动情地说：“红旗
渠给林州人带来了久违的甘霖。作为一
种精神和文化性格，红旗渠精神早已流
进了林州人的血液里，渗透进他们的日
常生活和创业中，并在发展和实践中，被
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作为河南旅游
业一道独特风景，研学旅游、红色旅游正
在助推红旗渠跃上一个新高度。”

5月26日下午，“首届红旗渠研学
旅行论坛”正在进行，中央军委后勤学
院教授刘高平、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
辉、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海生、湖北
理工大学副教授陆庆祥分别围绕《研学
旅行与优秀文化的传承教育》《景区与
研学旅行》《研学旅行的理论基础与课
程化设计》《研学旅行标准与基地建设》
等方面进行主题演讲，并为红旗渠的研
学旅行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校景融合，薪火相传。“红旗渠畔

甲骨情”大型研学活动刚刚落幕，来自
全国26所高校的6000名学子及我国
香港的 20多名大中小学校长欢聚红
旗渠畔的余音仿佛还在。8 月份，
2000 多名大中小学校长将走进人工
天河，体验研学旅游产品的独特魅
力。随着“火车向着安阳跑”“跟着课
本游中国”“广场舞大赛汇集红旗渠”

“太行功夫 中原论剑”等教育课堂的
丰富，研学旅行内容进一步被拓宽。

“红旗渠”研学旅行为红旗渠精神
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在景区，一批批
中小学生走来，他们通过走红旗渠、推
民工车、打开山锤等体验活动，培养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红
旗渠纪念馆515米长的展线上，雕塑、
绘画、多媒体、图片、场景模型、沙盘等
艺术手段交相辉映，彰显着“世界第八
大奇迹”创造的红旗渠精神。同时，随
着红旗渠精神网上展馆上线，打开手机
或是轻点键盘，都能体会红旗渠通水
50多年来林州的沧桑巨变。

在研中游，在旅中学。研学旅行使
红旗渠精神融入了山水、走向了全国。

如何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研学旅行展翅高飞
人工天河走向世界

蓝天与青山共舞，伞花共山花烂
漫。5月 27日，第九届安阳航空运动
文化旅游节隆重举行，安阳林州再次
伸出热情的双臂，拥抱四海宾朋。与
此同时，红旗渠及时代精神也助推研
学旅行融入了国际的大舞台。

林州市市长王宝玉说：“红旗渠精
神不仅激励我们自强不息、奋斗不已，
也促使旅游业日益成为林州市的又一
新兴产业。目前，我们的研学产品正
在从品牌营销向产业发展转变，随着
研学旅行产业链的拉长，研学旅行将
撬动林州经济的再次腾飞。”

在经历了“战太行”“出太行”“富
太行”三部曲之后，如今的林州人站在
了全新的历史起点，追逐着“美太行”

的梦想。红旗渠舒展美丽的画卷，变
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中外游客，太行民居、农家饭菜成
了香饽饽，花椒、核桃、山楂等山货成
了山里人创收的新途径。

作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
劲、潜力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正打
破时间、空间的界限，实现与世界的联
通。红旗渠研学旅行也正以“高铁”的
速度前行。

“红旗渠号”高铁列车从首都北京
出发，经古都安阳、郑州、洛阳，南出燕
山，掠过华北平原、中原大地，跃上黄
土高原，抵达古都西安。安林高速、鹤
辉高速、晋鲁豫铁路穿越太行千古屏
障，与石林焦高速形成立体交会，晋冀
豫三省交界区域中心城市的轮廓已初
步显现，以“转型提升、城乡统筹、生态
和谐、精神传承、民生幸福”为主要内
容的“美太行”画卷正渐次展开。

绿色的风光、红色的课堂、山水交
响的沃土、红绿交辉的胜地……林州
市旅游人次持续递增，红旗渠的客源
市场不仅辐射北京、上海、天津、重庆、
江苏、广东、广西等地及港澳台地区，
而且延伸到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
西亚及欧美多国。

红旗渠正以红色旅游为引领，红色
经典游、绿色生态游、蓝天滑翔游相映成
趣的资源禀赋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这里先后有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友
人前来参观游览，成为年接待游客超百
万人次的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接下来，红旗渠研学旅行将与中
国研学旅行联盟城市携手共进、与各
大院校深入对接、与旅游企业互利共
赢、与各类资本共建项目，让这条被惊
叹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
再创研学旅行的奇迹。

风正好扬帆，色纯好作画。在决
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历史
时期，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让人工天河展翅高飞，
让红旗渠精神永放光芒……

中国研学旅行，正从红旗渠走来！

在中国研学旅行联盟成立大会的访谈环节，9位部长、专家见仁见智，共同为
推动中国研学旅行建设及红旗渠研学品牌打造建言献策（左起为：杨春茂、肖裕
声、王治国、王军、桂晓风、忽培元、刘润为、单继友、薛启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