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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5月7日上

午，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赴

浙江工业大学的校企合作单位——杭

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东制药）调研，了解高校与企业的产学

研合作情况，听取企业对于教育领域

“三服务”的意见建议。

陈根芳一行实地考察了企业的科

研实验平台和药剂生产车间，听取了浙

工大生物工程学院与企业的科研合作

和成果转化情况介绍。华东制药董事

长李邦良介绍，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浙

工大生物工程学院院长郑裕国领衔的

科技人员团队围绕微生物药物技术开

发和进步，与企业开展了深入合作，帮

助企业研发新药、改进技术，有效提高

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浙工

大党委书记蔡袁强介绍了推动校企合

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做法和成效。

陈根芳表示，浙工大与华东制药的

合作成果是我省校企合作、成果转化的

成功范例。这一实践表明，高校科技成

果只有走出实验室、走进生产车间才能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他强调，全省高

校要进一步强化服务社会的意识，加快

推进实施“五十百亿”工程。各高校要

在推进校企合作、产学研转化方面与企

业同向而行、同频共振，进一步把大学

办到企业、社会当中去，让师生把论文

写在车间里、写在大地上。要充分发挥

高校在学科专业、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

方面的优势，深化校企合作、产学研转

化，积极主动地引领、培育、支撑一批能

增加5亿、10亿、100亿甚至千亿元产值

的产业或企业。要把服务社会、服务企

业、服务基层的成效作为评价高校办学

水平和发展成就的重要标准，扎扎实实

地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实际效

益，在服务企业的同时扩大影响、提升

能力、培养英才，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

投入学校。

陈根芳指出，高校教师要加快提升

服务一线、服务实践的能力。目前全省

高校拥有专任教师6.34万人，其中具有

博士学位教师2.2万人，在校博士1.3万

人、硕士研究生6.9万人，这是一支高水

平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高校科研工

作者要在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更加积

极地投入应用研究，推动科研与产业的

对接融通，瞄准生产实践一线问题去研

究攻关，协同创新，以多种方式服务地

方经济建设。

陈根芳最后提出，希望广大企业进

一步增强对我省高校服务能力的信心，

把更多的产品研发、技术改造交给高校

来做，为高校服务地方提供机会、创造

条件，共同为我省加快建设“高教强

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努力。

省教育厅相关处室、浙工大有关负

责人陪同调研。

□本报记者 舒玲玲

永嘉县枫林镇中学地处农村，多

年来发展得不温不火。自2016年启

动“新优质学校”建设计划以来，学校

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去年年底，还成

为这一建设计划的温州市创建示范

校。最近，学校又开始施行“未来学校

品牌计划”。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初中教

育尤其是公办初中、乡镇初中一直面

临着发展疲软的尴尬处境。有人直

言，这是基础教育发展的短板和“细

腰”。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既有初

中部，也有高中部。校长吕俊杰还曾

在小学待过，他说：“因为社会各界对

初中教育普遍重视不足、关注不够，所

以初中是12年基础教育中最易被忽

略的学段。”

毫无疑问，初中是学生成长的关

键时期，在今年整个基础教育中起着

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去年7月，教

育水平领先的上海已率先实施“百所

公办初中强校工程”，计划壮大基础教

育的“腰”。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全省

教育系统工作会议上，省教育厅党委书

记、厅长陈根芳也是掷地有声地宣告，

“要下大力气加强初中教育，实施薄弱

初中质量提升计划”。

很快，温州市就出台了“初中学校

全面提升行动计划”。根据计划，在上

一轮“新优质学校”创建中成效突出、

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提升显著的学

校，将率先打造“未来学校”。为此，该

市推出了“未来学校品牌计划”“新优

质强校工程”“‘小而优’建设项目”等

一系列举措。

作为名校集团化战略的先行区，

杭州市西湖区也通过“名校+新校”

“名校+普校”“名校+偏远学校”等模

式，做大做强初中学校。文溪中学自两

年前建成招生以来，就积极借助区内十

三中、十五中、翠苑中学、保俶塔实验学

校等名校资源，优化了师资结构，赢得

了发展空间。而拱墅区则通过组建大

启行、华文长康、北宸附中等3个新好

学校发展群，实现区内10所公办初中

的抱团发展，以集群模式整体抬升了公

办初中的办学水平。

在海岛舟山，初中教育被当作提

振海岛人民群众教育信心、留住社会财

富和户籍人口的定海神针。通过调整

渔农村特别是离岛初中布点、建立海岛

初中教育业绩综合考核机制、市属部分

优质高中面向全市海岛初中学校实行

预留单列招生计划等一系列举措，该市

显著提升了海岛初中的教育质量。

与此同时，“双名双特”人才培养

工程也开始向初中学校倾斜。省教育

厅要求各地选好、用好初中校长，培养

一批有教育家特质、有一定影响力的

初中校长；各地的“双名双特”工作室

要在各农村初中设立工作站，带动提

升区域内初中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

童桂恒是金华市第四中学校长，

也是我省首批特级教师工作室负责

人。在金华一次初中数学教坛新秀评

比中，有4位获奖教师都来自他的工

作室。如今，童桂恒工作室的学员早

已突破500人大关，遍布全省各地初

中学校。而已经退休的特级教师盛志

军，也把自己的工作室陆续开到杭州

市富阳区郁达夫中学、场口镇中学、东

洲中学以及桐庐县分

水初中等学校，带动了

一大批乡村初中教师的

专业成长。

另外，随着教育信

息化的深入推进，初中教育的优质均

衡也不断提升。在东阳市，吴宁一中

和三单初中是“城乡携手、同步课堂”

省试点校，通过一根细细的网线，两校

学生同上一堂课，实现了优质教育的

资源共享。不仅如此，“同步课堂”建

设还打破了乡镇初中同学科教师数量

偏少的困局。省教育技术中心应用推

广部主任童兆平说，这有利于那里的

教师获取优质的教学资源以及开展高

水平的教科研活动。

“加强初中教育，各地有改革探索

的需求和冲动，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探索与尝试。”省教育厅基教处副处长

朱国清说，目前我省正在着手调研和

启动方案制订工作，以进一步激发初

中学校办学活力、深化初中课改、促进

公民办初中教育协调发展等，推动各

地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初中学校，努

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陈胜伟）连日

来，在北京延庆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

会，每天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

参观者往往会在中国馆序厅的生态墙

前合影，而这面网红墙的设计者正是

浙江农林大学园林学院团队。

据介绍，生态墙长14米，高6米，

厚1米，以“两山理论”诞生地浙江省

安吉县润山村山水风光为蓝本。墙体

利用毛竹篾片的可弯曲性勾勒出层叠

的崇山峻岭，采用微有起伏的苍翠苔

藓填充为茂林修竹，以蓝色系列的多

肉植物构成了天空与湖泊。这面“绿

色长卷”构成了一副传播生态文明理

念的立体山水画，不仅呈现出一个经

济繁荣、山川秀美、社会文明的“绿色

浙江”，更向全世界游客展示了一

个“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绿色

中国。

受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

调局等单位的委托，从今年年初开

始，浙农林大和省内多家单位同时开

展了项目的设计工作。该校成立了

以园林学院蔡梁峰、徐斌、赵宏波、斯

震、陶一舟等教师组成的设计团队。

他们先后前往安吉、富阳以及天目山

等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考察，并

详细查阅了大量地方史志、山水诗

词，经过反复研讨，确立设计方案。

经过层层筛选，浙农林大提交的生态

墙设计方案，最终在数十个方案中脱

颖而出，得到了国家相关部委和北京

世园局的认可。

“大道至简，绿色是地球最美的

色彩，是生命、生态、生境永恒的主

题。而‘青山绿水，虚实结合；动静兼

顾，亦真亦幻’，这也是我们设计的初

衷。”浙农林大园林学院副院长赵宏

波说，生态墙的设计理念不但体现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而且体现出浙江在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的成就。

近年来，浙农林大积极利用学科

优势，聚焦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风景园

林工程技术与生态修复、园林植物种

质资源创新与利用等方向，在园林植

物种质创新、城市园林绿化、美丽乡

村、植物景观、风景区保护与规划等方

面形成了显著优势和特色，先后完成

浙江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环湖绿道设

计、宁波植物园设计、杭州湘湖景区设

计等重大社会服务项目百余项。

陈根芳在调研产学研合作项目时强调

全面推进实施高校“五十百亿”工程

办好初中，为基础教育“壮腰”

世园会网红墙，浙农林大造

我也“上课”去

不久前，浙江工商大学校内水塘里来了一群绿头鸭。最
近，适应了校园生活环境后，它们也会跃出水塘，走到绿道上
与学生相伴，俨然一副赶去“上课”的样子。这些年，我省高校
加快推进校园绿化与美化工程，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育
人环境。

（本报通讯员 周 霖 摄）

首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
5月底举办

本报讯（记者 季 颖）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2019首届之江国际青年艺术周将于5月24日开

幕，届时举办近40个主题项目，有超过3000名艺术

家参加。

据介绍，本届艺术周以省委宣传部、杭州市政

府为指导单位，由省文联、杭州市委宣传部、中国美

术学院、浙江音乐学院、西湖区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艺术周以“青春·观·世界”为主题，探索时代青

年的“世界观”和“青春观”。5月24日至6月10日

间，会在中国美院象山艺术公社及相关院校各校区、

各艺术场馆举办。

艺术周举办期间，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音乐学

院也会推出艺术季。另外，省文联将举办“新峰计

划”优秀青年艺术家作品展览等，并从上海电影资料

馆选取5部“青春、世界”为主题的影片，开展“浙江大

学生胶片电影周”展映活动。

丽水投入2亿多元
给教室安空调

本报讯（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朱军连）一到

夏天，丽水的学生家长都忙开了，纷纷往孩子的教室

里送冰块……今年他们可以放心了，因为全市中小

学将告别教室没有空调的日子。

今年年初丽水市政府提出，要为全市中小学教

室安装空调，并将此事纳入当地 2019 年民生实

事。该工程预算投资金额达2.14亿元，600余人施

工，计划赶在“六一”儿童节前完成，作为献给学生

们的一份大礼。目前，该市共有 328 所中小学，

7913个班级，12537间教室，中小学生人数达30.64

万人。

目标锚定，快马加鞭。该市教育局相关处室负

责人介绍，经过多次调查核算，5月底前将有8105间

教室会装上空调，安装覆盖率提高到80%。目前，丽

水各县、市、区正在抓紧采购空调设备，实施配电专

变、低压线路配套工程。

日前，浙江传媒学院的196名师生参加了在嘉
兴举行的2019中国大运河国际钢琴艺术节，献礼
大运河申遗成功5周年纪念。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乔 丹 摄）

我省鼓励校企
共建丝路学院

本报讯（记者 曹可可）5月 9日上午，省教育

厅、省商务厅在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共建“一带一

路”丝路学院校企对话会。省教育厅副厅长丁天乐、

省商务厅副厅长胡潍康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上，省教育厅、省商务厅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双方鼓励校企合作培养懂汉语、懂中国企业标准和

文化的当地应用型人才，企业要支持学校开展境外

办学，计划通过3年时间，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

设15~20所丝路学院，实施人才培养、技能培训、国

别研究、政策咨询、文化交流等项目，形成“企业走出

去在哪里集聚，教育就办到哪里”的工作格局和基本

模式，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力量。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

别代表“走出去”学校和企业作了交流发言。杭职院

与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和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也与华立集团签订了

合作共建丝路学院意向书。40所高校与56家企业

面对面自由对话，明确合作需求和合作意向。

贯彻大会精神贯彻大会精神
率先高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率先高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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