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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在推进森林城市建设

中，广东佛山市从追求量的

增长转到质的提升，让美丽

的生态惠民、富民。

佛山市积极寻求更多元

化、更深层次的“增绿”方

式，从向山上造林和森林进

城围城双向发力，以城乡一

体、水绿一体为方向，挖掘

可绿化空间。为让更多城乡

居民共享“绿色福利”，佛

山还精雕细琢建设了一批

“口袋公园”“街心公园”，

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亲水、

看花、见绿。

抓实“大地植绿”和“心中播绿”工程，构建生态新格局——

佛山打造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上海运用信息技术变革教育模式——

让优质教育资源遍布城市每个角落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广东省佛山
市，有多张城市名片：岭南水乡、“武术之
乡”、制造业名城……2019年，佛山市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0751.02亿元，突破万亿
元大关。

自2017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以来，佛山相继出台《佛山市建设大湾区
高品质森林城市工作方案 （2018—2022
年）》和《佛山市自然生态文明建设专项
规划》，狠抓“大地植绿”和“心中播绿”
工程，不遗余力地巩固森林城市建设成
果，形成绿色新优势和新动能，致力于构
建生态新格局，打造大湾区高品质森林
城市。

见缝插绿拓展空间

10 月 1 日，南海区三山新城“高铁
公园”E区正式对外开放，不少市民前来
参观游玩。高架桥下，绿草如茵，各式
树木错落有致，五彩塑胶铺就的人行
道、自行车道、跑步道在蓝天映衬下异
常夺目，不远处可见美丽的滨水绿带。
高架桥上，不时呼啸而过的高铁列车引
来孩子们一次次欢呼。“真没想到，过去
脏乱差的高铁桥底还能变成这般怡人景
象，我们又多了一个休闲好去处。”市民
黄女士说。

在南海区，多条高铁线穿城而过，
但高架桥下的环境整治却成了难题。“桥
下的土地产权管理是铁路部门，地方政
府不好弄。”佛山三龙湾南海片区建设局
规划建设部副部长叶华盛告诉记者，经
与广铁集团沟通协调，佛山于2018年底
创造性地提出以地方政府建设、政企联
动管理的模式建设“高铁公园”，以绿地
为主体功能，融合体育、湿地、铁路文

化等元素。仅此一举，佛山新增绿地面
积660亩。

高铁公园只是佛山市见缝插绿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为在高楼矗立、城镇密布的
土地中拓展绿色空间，佛山市积极寻求更
多元化、更深层次的“增绿”方式，从向
山上造林和森林进城围城双向发力，以城
乡一体、水绿一体为方向，挖掘可绿化空
间。例如，作为中心城区的禅城，因地制
宜、形式多样地开展立体绿化建设，在屋
顶、水边、路边增添小型绿化。

佛山是一座典型的水网密布的工业水乡
城市，拥有48个河心岛，普遍面临生态系
统脆弱受损、管控不到位、景观特色流失等
问题。对此，佛山自2017年起系统全面地
开展河心岛生态修复，活化桑基鱼塘、绿水
红荔的岭南水乡特色风貌资源。

据介绍，2018年以来，佛山共投入48
亿元用于森林城市建设，完成新造林面积
6002.53公顷，新增城市公园864.99公顷。
目前，佛山市域森林覆盖率达37.36%，城
区绿化覆盖率45.6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8.19平方米，实现了绿色蝶变。

作为一座制造业大市，佛山正挺起“生
态脊梁”，为建设美丽湾区贡献佛山力量，
同时力争为全国探索一条工业城市的生态文
明建设新路径。

绿色福利全民共享

“国庆和中秋假期，顺峰山公园客流超
过40万人次。”佛山市自然资源局顺德分局
林业发展科副科长韩永樟说。

顺峰山公园是顺德中心城区的“绿
肺”，也是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这两年，
我们仅改造山上的树木就投入1000多万

元。”韩永樟介绍，顺峰山上原本是大片的
桉树，森林景观和生态效能不佳，现在逐步
改种上紫荆、木棉、凤凰木、山茶花等，每
个季节都有花看，生态和景观都得到了改
善。记者在此看到，道路两旁的杜鹃花开得
正盛。

走在佛山新城龙舟广场的绿道上，佛
山市新城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陆恒向记者诉说着10年来的变化。过去
滨河景观带上只有一条简单的水泥路，近
堤坝的河岸缓冲带主要是发挥防洪防汛的
作用，沿途几乎没什么风景。如今，东平
河畔流水潺潺，绿道景观带树木繁茂，湿
地中鸟鸣嘤嘤。

在推进森林城市建设中，佛山正从追求
量的增长转到质的提升，让美丽的生态惠
民、富民。为让更多城乡居民共享“绿色福
利”，佛山近年来还精雕细琢建设了一批

“口袋公园”“街心公园”，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亲水、看花、见绿。

刚刚改造完成的南海区怡海湖公园就
是其中之一。该公园东起佛山一环平胜桥
脚，西至桂澜路石肯大桥，南北两岸合计
总规划面积约23万平方米。河道所经大都
为普通小区，曾经的亲水公园由于水岸景
观过于枯燥而渐失人气。2018年起，南海
区政府实施怡海湖花海项目，着力优化生
态环境和多样化的休闲体验。如今，花绚
树壮，水碧岸美，市民在此休闲散步……
怡海湖公园正展示出一幅岭南水乡的和谐
画卷。

“心中播绿”着眼长远

建设森林城市并非一日之功。因此，佛
山近年致力实施“心中播绿”工程，让建设
森林城市变成一项全民自觉参与并可持续的

城市决策。
“播绿”从娃娃抓起。10月 5日，在

佛山高明区云勇森林公园，由谷堆自然社
组织的少儿体验队伍穿梭在山间小径。小
朋友们抬头看树，低头翻草丛，观察着新
奇的植物和昆虫。谷堆自然社创始人刘
雪君介绍：“自然教育课程更有效更有
趣，当孩子们知道自然界中的植物和昆
虫蕴含那么多学问后，就会开始留意身
边这些有趣的自然现象，也更愿意与大自
然做朋友。”

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科普也走进校园。9
月28日，佛山市绿委办向禅城区佛科实验
小学赠送50多株茶花苗木和国家森林城市
建设系列丛书，并由佛山市林科所的讲师为
现场师生讲授自然教育科普课程，希望从小
培养孩子爱护绿化环境，带动全社会参与国
家森林城市建设工作。

据介绍，目前佛山在全市已建设了众多
的生态科普教育基地，每年开展丰富多彩的
生态科普实践活动，举办形式多样的生态讲
座，让学生从小就播种下守护生态、呵护绿
色的理念。

与此同时，一系列生态文化活动也在
全社会开展。例如，佛山通过每年的 50
公里徒步走活动让市民以脚步丈量城市的
华丽蝶变，品味森林城市建设带来的生态
变化。

形式多样的主题林植树活动也在火热推
进，例如邀请抗疫逆行者种下纪念林，在社
区发动党员志愿者种植四季茶花，由学生在
校园中种下绿委办赠送的苗木等。

开窗见绿、出门进园、绿城飞花，市民
看在眼里，也终将转化为人人植绿、护绿的
实际行动。一个山水相融、林田交错、天然
野趣、乡韵悠长、鹭鸟群飞的森林城市也将
在佛山建成。

近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牵手南京市秦淮区，共建秦淮
硅巷大学科技园，双方将依托
南航和秦淮硅巷的优势资源，
打 造 “ 城 市 硅 巷 ” 的 升 级
版 ——秦淮创新湾区，加快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企业
孵化和科技人才培养，促进区
域全面创新、推动老城有机更
新、改善城市外部形象和区域
内涵品质提升。

“城市硅巷”是指无边界
的创新型街区，其主要特点是
紧贴城市原有肌理，通过对老
写字楼、老厂房、棚户区等老
城区的存量空间加以改造，释
放出创新空间，嵌入式地在大
街小巷容纳创新创业者，在新
经 济 发 展 背 景 下 实 现 城 市
更新。

秦淮区是江苏省面积最小
的主城区，想在“螺蛳壳里做
好道场”并不容易。笔者注意
到，早在2018年9月，南京市
秦淮区就已经启动“城市硅
巷”建设，推动原本破旧的老
厂房实现华丽转身，散落的社
会园区进行集中改造。两年
来，这个区共盘活闲置载体
54 万平方米，新增科技型企
业470家，2019年底区域产值
超258亿元，让小城区打开了
创新发展大空间。

和南京秦淮区一样，在我
国很多大城市老城区，高地
价、过于密集的人口和极其有
限的可建设空间，决定了其不
太可能专门划出一片区域作为新园区。而“城市硅巷”模
式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老城更新、旧城创新”这一
命题。

“城市硅巷”的优势在于它汇聚的是孵化器、研发机
构、科技服务等，能打造出一个协同创新的生态圈。“城
市硅巷”不仅能集工作、生活、休闲于一体，提供良好的
教育、医疗、文体等服务，而且通过市场化运作和商业化
管理，让资本、技术、人才、园区、企业和高校形成创新
共同体。“城市硅巷”聚焦科技成果产业化环节，可孕育
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有利于老城焕发新活力、产业
回到城墙内。

由此不难看出，构建“城市硅巷”是创新载体提档升
级的重要举措，也是老城转型发展的有效路径。

笔者认为，在打造“城市硅巷”过程中，应该把握几
个关键环节。首先要避免“二房东”思维，不能只是简单
停留在搭平台、收租金、当甩手掌柜的初级层面。政府相
关部门要在提供更精准、更优质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不断创新，提高集聚能力、招商能力、运营能力、服务
能力。

其次要贯彻“无边界”理念，串联丰富的高校院所资
源，构建开放式创新空间和共性技术平台，使各类创新要
素串点成线、联结成片、融合共享，形成创新集群。

第三要探索形成强大的集聚融合机制，要在住房、落
户、税收、办公场地、行政审批等多方面给予创业者政策
倾斜，吸引知名的孵化器、加速器、研发机构，集聚高水
平的创投基金、人才团队、科技服务机构，打造特而精、
专而新的“城市硅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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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上海教
育工作者精心打造“空中课堂”，让沪上
150余万名中小学生做到了“停课不停教、
不停学”。如今，疫情防控步入常态化，上

海全市中小学生均已返校。但是记者连日来
在采访中了解到，上海的视频课程并没有下
线，“空中课堂”秋季课程在上海东方有线
和百视通IPTV的电视大屏端，每天仍然保

持20万人左右的收视。一直“在线”的空
中课堂，是上海市利用信息技术变革教育模
式、更新教育理念的深刻思考与实践。

从上课到下课，“空中课堂”每堂课大
约20分钟，课间休息约20分钟，而且升
旗、班会、广播体操等“一个都不能少”，
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也“一个都不能落
下”。这既是模拟真实的校园学习氛围，又
可以推动学生居家学习时加强锻炼，保护视
力，增强体质。

“为全市的孩子们录课，当全市孩子们的
老师，这是一项全新又充满挑战的工程。”上
海市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学教师冯欢笑说。

把原来40分钟的课程变成约20分钟，
知识点需要重新切割，教学流程需要重新组
织，活动环节需要重新设计，这其中凝聚了
教师们的智慧与心血。

有别于平时的课堂，“空中课堂”对知
识描述的清晰准确、教学环节的有效科学都
有着极其严苛的要求。一节20分钟左右的
视频课，要经过备课、磨课、修改、审核等
十几个环节。

除了课程制作团队，他们同时组成课程
内容审核团队和课程制作技术审核团队。上
海市还专门建立了“9752”课程供给和审
核机制，播出前9天，各区完成制作、初审

并上传课程视频；播出前7天，完成视频技
术审核、内容审核和修改定稿；播出前5
天，电视台抽查反馈；播出前2天，针对可
能出现急需修改课程的情况，建立区级、学
科通报和应急处置机制。

上海城市管理以“绣花针式”著称，这
一管理的精髓，在录制空中课堂视频课之
际表现得淋漓尽致。今年秋季学期，上海还
将录制5500余节优质在线教育视频课，覆
盖小学、初中、高中150余万学生，内容涵
盖中小学所有基础型课程，实现信息化时代
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随着“空中课堂”的持续在线，这一全
新教育模式也在深刻改变着人们对于教育的
认识。“在线教育的实践给了我们一个新契
机，推进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的进一步融
合，促进上海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上海
市教委主任王平说。

“‘空中课堂’不仅为学校提供了托底
保障资源，还发挥了优课示范作用，录播教
师统一授课与本校任课教师辅导相结合的双
师教学模式也使线上线下教育加速融合，促
进了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上海市教委副主
任贾炜告诉记者，上海市教委决定探索建立
长效机制，最终形成一套完整的优质视频
课程。

内蒙古扎兰屯市：

生态公园扮靓城市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百年吊桥公园美景如画。近年
来，扎兰屯市高度重视森林及河道保护，积极打造“城市绿
肺”，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的生活空间。

韩 冷摄（中经视觉）

在上海徐汇区徐汇实验小学的教室内，学生们通过直播连线画面，观看“红领巾”小分队在
食堂后厨的参观体验场景。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佛山千灯湖公园旁崛起金融高新区。 庞彩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