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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我很喜欢诗词 ， 我长大
了， 要考到北京去， 要到耿老师
那里去！” 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
三年级五班9岁的维吾尔族学生
迪丽热巴说。 1月3日， 2019年首
都记者赴和田采访团来到北京援
建的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采访
时， 该小学正举行书香校园浸润
童年暨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第一
届文化节 ， 小学生们诵读 《蒹
葭》 《爱莲说》 《少年中国说》
等经典篇章， 迪丽热巴成为记者
们热捧的 “大明星”。

援疆小学：
当地人眼中最好的小学

一年前， 迪丽热巴还是附近
一所中心小学的学生。 2018年9
月1日， 北京援建的和田市北京
海淀小学正式开校， 迪丽热巴通
过考试来到这里。 “学校虽然离
家远， 但这是和田最好的小学 ，
我自己考上了。” 迪丽热巴说。

“北京援疆的是最好的。 ”这
是记者采访中听的最多的一句。

据和田市北京海淀小学校长
刘全华介绍， 和田市北京海淀小
学 ， 建设项目总投资 1.4亿元 ，
总建筑面积29368平方米 ， 主要
有室内教室、 篮球馆、 食堂、 设
备用房及地下车库、 多功能厅；
小学共设教育班36个， 可容纳学
生1620人。 援疆前， 刘全华是北
京海淀区北部新区实验学校副校
长， 有着先进的办学理念。

“我们33位老师开展为期两
年的支教工作， 会把北京的一些
教学理念和观念带到和田， 与当
地的老师多交流教学工作， 一定
要培育好新疆孩子， 让他们成为
宣传新疆的一张张名片。” 刘全
华说， 海淀区派出优秀校长和教
师团队 “组团式” 支教， 利用海
淀区优势教育资源和先进教学理
念， 努力将该小学打造成义务教
育的示范学校。

最近几年， 北京加大援疆教
育扶贫力度 。在提升硬件设施条

件方面，北京投入资金16多亿元，
建设各类学校及附属设施34所，
农村幼儿园107所，为64所学校配
备现代化教学设备。 在提升受援
地师资水平方面，北京实施“一市
三县”校长和骨干教师能力提升、
普通教师就地培训等项目， 培训
1.6万人次 。 为填补国语教师缺
口，2018年安排资金近1亿元支持
开展万名大学生支教活动。 在加
强国语教育方面， 北京支持和田
地区村（社区）干部、农牧民及宗
教人士国语学习， 累计培训干部
群众53万人。 在推进结对帮扶方
面， 北京市21所重点中小学幼儿
园、11所中职学校与和田中小学
幼儿园职业学校开展 “一对一”
“多对一”结对帮扶。 在落实内地
就读贫困大学生补助政策方面，
北京按照国家要求的标准，为“一
市三县” 符合受助条件的5200名
内地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
大学生发放资助资金3100万元。

一组组数据， 展示着北京教
育援疆的成果。

援疆教师：
这里的孩子需要我们

北京“组团式”教育援疆，是
北京扶贫攻坚的一个样本， 以前
教育援疆更多是点， 如今教育援
疆则扩大到面。 2018年，北京市共

选派225名教师来到和田地区进
行为期两年的援疆， 目的就是让
更多孩子受到优质的教育， 传授
北京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教育理
念，留下一支永不走的教师队伍。

耿岩今年27岁， 担任和田市
北京海淀小学三年级五班班主
任、 语文教师， 援疆前在中央工
艺美院附中艺美小学任教。 刚上
课时， 他发现课堂上提问孩子们
很少有回应， 原来不少少数民族
学生听不懂汉语， 为了让孩子们
明白自己讲什么， 他放慢语速，
通过大量的图画和示范帮助孩子
们理解， 现在孩子的平均分成绩
也从刚开始的30多分提升到了40
多分。 在文化节中， 耿岩所带班
级学生们集体表演的古诗词朗诵
等， 普通话清晰圆润， 和北京学
生的发音几无差异。

一个个援建教师， 主动融入
受援地学校， 发挥专长优势， 与
当地教师 、 学生 、 家长打成一
片， 用首都先进的教学理念引导
当地教师改进授课方式， 用首善
大爱溶解师生间相互的陌生， 被
当地学生亲切称为 “老师爸爸”
“老师妈妈”， 这也激励他们为推
动和田地区、 兵团第十四师教育
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2019年全路新列车运行
图的实施，新型时速160公里动力
集中动车组———CR200J型复兴
号列车，即将上线运营，服务旅客
出行。 列车编组18辆，采用2动16
拖编组型式， 其中拖车分为一等
卧车7辆、二等卧车6辆、餐坐合造
车1辆、 二等座车2辆， 共计定员
918人。 新图实施后，新增的北京
站至上海站D701/2等8对列车 ，
将逐步替换为CR200J复兴号列
车，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需求。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低端产业没了， 一座座生
态公园崭新亮相， 出门就见绿；
老胡同私搭乱建、 积存垃圾没
了， 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化名街；
占道经营没了， 几十家品农超
市遍布居民区， 购买蔬果更加
便利实惠； 工业大院没了， 减
少了污染排放， 为高精尖企业
预留充足空间。 记者从通州区
获悉， 2018年通州区累计拆除
违法建设2006.77万平方米， 销
账1356.47万平方米， 腾退土地
1777.76公顷 ， 均居全市首位 ，
实现了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
范围基本无违建。

疏整促信息全区实时共享

2018年7月， 通州区发改委
上线全市首个区级 “疏整促”信
息化综合管理平台，将所有任务
细化、量化、具体化、项目化，在
平台中“落点落图”，进行过程管
理，实现“带图作战”。 平台通过
“乡镇填报———部门审核———区
级统筹———市区联动”四级统一
机制， 实现全区信息实时共享、
数出一家， 确保数据的时效性、
真实性、可靠性。同时运用遥感、
地理信息等技术，实现对进度数
据和空间数据的挖掘应用，及时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目前，通州
区完成99条背街小巷环境综合
整治，街巷长制和小巷管家制实
现全区全覆盖，“留白增绿”6200
亩，新建和规范生活性服务网点
119家。

推广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

针对建筑垃圾资源化、 违
建拆除等难题， 通州区先行先
试， 率先在区级层面出台配套
文件， 以张家湾、 马驹桥、 台
湖镇为试点， 设置固定和临时
建筑垃圾生产线， 推进建筑垃
圾资源化处置和再生产品使用。
在张家湾镇， 一款 “神器” 将
建筑垃圾变废为宝。 巨大的粉
碎机轰鸣作响， 经过切碎和分
筛等处理的建筑垃圾， 按照颗
粒大小分成4堆。 其中， 粉状的
混凝土颗粒和另一种砖颗粒被

运到车间里， 混入少量的沙子、
水泥等辅料后， 用静压振动的
方式， 压制成砖。 目前， 大运
河森林公园已铺设这种透水砖1
万多平方米， 类似的建筑垃圾
无害化资源化处理方式将在全
区大力推广。

今年将实现全区基本
无违建

据悉， 目前张家湾公园等
27项绿化项目主体完工， 凉水
河、 小中河等150公里绿道基本
建成， 环行政办公区、 城市绿
心等12条绿道正在加快建设 ，
层次鲜明、 功能多样、 顺畅便
捷的绿道系统正加速形成。 同
时， 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
盖率达到80%， 新建污水管线
101公里， 全面完成建成区外34
条段黑臭水体和80个村庄生活
污水治理， 张家湾、 甘棠再生
水厂也都投入运营， 全区全年
再生水用量达到1.7亿立方米 。
9个出境断面水质总体提升1-3
个类别， 地表水水质改善率全
市第一。

2019年 ， 通州区将确保违
法建设销账833万平方米， 实现
全区基本无违建， 并继续加大
对占道经营、 一般制造业和有
形商品市场的疏解整治， 实现
“散乱污” 企业、 群租房及地下
空间 、 建筑物屋顶牌匾标识 、
155平方公里 “开墙打洞” 的动
态清零。 进一步加大 “促提升”
力度， 实现 “留白增绿 ” 1935
亩。 建设规范生活性服务网点
100个， 加快便民设施、 公共服
务配套建设。 高标准实施新一
轮百万亩造林工程， 新增绿化
4.5万亩， 打造潮白河生态景观
带、 台湖万亩游憩园等大尺度
生态绿化景观。 推动22项公园
绿地 、 道路绿化等工程建设 ，
尽快完成西海子公园二期、 碧
水公园等精品公园建设， 打造
高品质乡镇中心公园5个。 新建
续建3处城市森林、 12处社区公
园 ， 丰富拓展小微绿地功能 ，
不断提升群众 “出门见绿、 起
步闻香” 的绿色生活体验。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小小的一个 “望远镜”， 不
到10秒就可以录入孩子的虹膜
信息。 日前， 北京首个 “儿童
防丢防拐” 虹膜采集工作站在
大兴区建立。 在前期试点阶段，
1000多个孩子完成虹膜采集。

据了解， 这是中国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发起的一项全
国性的公益项目， 核心是首次
将先进的虹膜识别技术应用于
儿童安全领域， 采集0至12周岁
儿童虹膜信息， 建立儿童虹膜
数据库， 并陆续向公安、 教育、
民政 、 卫生等部门及派出所 、
幼儿园、 小学、 救助站、 医院
等单位开放数据比对端口。 该
技术无需接触孩子身体， 只要
戴上 “望远镜”， 扫一下眼睛就
可以完成虹膜信息的录入， 做
到 “一秒录入、 一秒识人” 的
效果。 在平台录入过虹膜的孩

子一旦失踪 ， 配套的APP会立
即向平台用户、 当地家长及志
愿者推送失踪儿童信息。

研究表明， 虹膜从婴儿胚
胎期的第3个月后开始发育， 到
第8个月虹膜的主要纹理结构已
经形成， 且终生不变， 误识率
可低至千万分之一， 比当下流
行的指纹识别、 人脸识别更准
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信息技
术与网络安全学院为平台录入
的儿童虹膜数据提供安全保障，
目标是到2019年， 中国儿童虹
膜防丢网络平台将在全国建设
2000家以上的属地工作站。

现阶段，大兴家长们需要借
助幼儿园报名，再到中国儿童虹
膜防丢网络平台大兴工作站进
行虹膜信息录入，统一存入中国
公安大学数据库。 针对新生儿
的虹膜录入不久后将展开。

□本报记者 邱勇

“绿巨人”即将开跑

2019通州将把无违建战役覆盖全区

留下一支永不走的教师队伍
北京 “组团式” 教育援疆：

副中心155平方公里实现基本无违建

北京建首个“儿童防丢防拐”
虹膜信息采集工作站

编者按： 援疆是国家大事， 北京市委市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 最近几年， 北
京市援疆有哪些新成果？ 1月3日至9日， 本报特派记者前往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的新
疆和田地区， 实地探访近年来北京市援疆脱贫攻坚现状。 利用这几天时间， 记者将行
走学校、 医院、 工业园等20多个采访地， 全方位、 多角度了解北京援疆情况， 本报将
及时发布记者从北京援疆一线发回的报道。

北京援疆实地踏访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