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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说到的两所学校，都是新
区已有多年发展历史的“老学校”。
一直以来，天府新区在推动全区教
育事业发展时有两大抓手：新建高
品质学校和存量学校提档升级，二
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前不久，在四川天府新区成都
直管区教育系统召开的校（园）长
聘任大会上，新区正式成立成都天
府中学教育集团、天府第七中学教
育集团、成都市华阳中学教育集
团，开启了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新篇
章。仔细分析每个教育集团的成员
学校会发现，既有正在筹建的新学
校，也有存量学校，属于“新老搭
配”。因此不难看出，天府新区将以
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方式，推动全区
所有存量学校快速提档升级，让更
多老百姓享受到教育事业发展带
来的红利。

此次教科院附中、教科院附小
采取的迁办，也是存量学校提档升
级的方式之一。社区治理和社事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迁办学校都将按

照“高质量”“高规格”的标准开办。
它们除了校园环境及硬件设施的
提升外，在办学规模、办学体制、师
资建设、课程打造等方面也将得到
进一步的优化，以实现存量学校和
新建学校的高位、均衡发展。

在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路上，
天府新区正全力奔跑。

现在，正是成都冬草莓大
量成熟上市的季节。红彤彤的
果实、淡淡的果香，与天府新区
产的冬草莓初次见面，你的视
觉和嗅觉一定第一时间得到了
满足。那么，你想吃的草莓能放
心地吃吗？

“检测完全合格！”1 月 7 日
下午，从实验室传出的结果，让
新区统筹城乡局执法大队的工
作人员露出了笑脸。原来，1月3
日，在冬草莓上市的旺季，新区
统筹城乡局执法大队的工作人
员走进冬草莓的产地，对今年产
的冬草莓进行监督抽检，以守护
居民“舌尖上的安全”。

在太平街道南天寺村，村民
贾清家的大棚里，草莓一垄一垄
地整齐排列着，嫩绿的叶子郁郁
葱葱，一颗一颗红果子从叶子中
间探出身子来，引诱着人来采
摘。贾清的小儿子早已把自家的
草莓大棚当成了游乐场，跟着大
人在田垄里走来窜去，看上一个

“顺眼”的草莓，伸手摘下来就往
嘴里送。贾清也不阻止，随儿子
的意愿自玩自摘自吃，“自家种

的草莓，严格按照村上和合作社
的要求管理的，绝对没得问题，
娃儿随便吃”。

“今天的抽样是我们大队在
冬草莓大量上市时，对草莓种植
基地安排的一次专项监督抽
检。”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
统筹城乡局执法大队相关负责
人乐呵呵地说，“娃儿可以随便
吃是一回事，我们的检测还要用
数据说话。”

现场随机抽样、现场制样、
合作社签字确认样品、送往实验
室……一整套流程进行下来，大
家就静待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了。
依据GB2763-2016要求，工作人
员此次将对草莓中倍硫磷、克百
威等23项禁限用农药及其他农
药残留量进行定量检测，检测结
果一般一周内出炉，书面检测报
告预计一个月内完成。

工作人员介绍，根据节令、
农产品的产量、不同农产品的
成熟期、是否是高危产品等情
况，天府新区一直有专业的团
队综合安排农产品质量检测进
程。比如，冬草莓，作为天府新

区乃至成都市的知名农产品，
不仅在成都市场大受欢迎，还
通过冷鲜物流销往全国各地，

“所以，对于冬草莓质量的检测
就更严格一些，在对生产环节
的食用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检的
基础上，我们还会针对草莓种
植基地安排专项的执法行动，
同时再次进行监督抽检”。

据统计，2019 年，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统筹城乡局执
法大队已对新区92个农产品生
产基地进行执法检查，对131样
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检，对新区36
家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单位开
展专项检查，没有出现不合格情
况，为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牢
牢守住农产品质量的“红线”。

2020年春节期间，四川天府
新区成都管委会统筹城乡局执
法大队将开展春节农产品质量
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新区农产
品生产基地进行全覆盖督查，确
保大家吃得放心、过个农产品安
全年。

高晗瑞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摄影报道

2019年12月31日，位于北鑫
苑南区社区综合体新区首家自己
的惠民药房——禾乐药房在经过
十多天的试营业后，宣布正式营
业。该药店不仅能够提供健康咨
询、慢病管理等基本药事服务，更
有智能问诊、远程问诊等科技智慧
服务，还有 24 小时自助售药机全
天在岗。禾乐药房将为科学城周边
工作的高层次人才、专家院士和生
活在这里的 5 万群众提供便利贴
心的药事咨询服务。

1 月3 日，天府之声记者实地
探访了该药店，一走进药店，智能
机器人就迎了过来，天府之声记者
在说出“感冒了”之后，智能机器人
的显示屏上立即出现了有关感冒
的知识，从感冒的原因到症状的持
续时间，以及病毒传播的几率、治
疗方案及生活建议等，让天府之声
记者对感冒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随后，在远程终端前，天府之声
记者发起远程问诊，网上医生详细
了解了记者的症状，开出处方药。禾
乐药房的专业执业药师认真查看了
处方，确认无用药禁忌，带记者拿到
了所需的药品，并交代了用药方式
及注意事项。记者注意到，在这里配
有24h自助售药机，售药机内主要
是非处方药、一些简单的医疗用品
及计生用品等。此外，药房内还设置
有中药养护室和煎药区等。

据悉，北鑫苑禾乐药房是由成

都天投集团旗下天投健康公司设立
的全资子公司成都天府新区禾乐
智慧药房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首
家药房。“目前药品（含中药饮片）
一共是2000种左右，基本能够满足
群众的一般性要求。”天投健康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药房最大的
特点则集中表现在专业和智慧两
个方面。“我们这里配有两名执业
药师，一名药剂师，针对药品的购
买与使用，他们可以提供专业服
务。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储存了
相当多的医学知识，可以根据患者
症状推断病情，并给出药品和饮食
的建议。远程问诊则可以进一步提
供诊疗咨询服务服，并开出处方
药。”此外，公司旗下的“成都天府新
区禾乐药房”微信公众号上，不仅能
在线购买营养保健、医疗美妆、医疗
器械等产品，也支持智能问诊。

“试营业期间，来到这里的主
要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外伤等患
者，以及一些慢性病患者。”该药店
店长告诉天府之声记者。而未来，
这样的惠民药房还将复制到天府
新区更多的地方。“两三年内，我们
的目标是开到 50 家左右，主要是
根据新区的产业布局和人口布局，
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导向，重点
会布局到安置小区或者产业新城
等区域，填补寻医问药空白”，天投
健康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教科院出手 新区这两所学校要火
新区两所学校更名为成都天府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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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之声记者在教科院附中
门口看到，学校名称牌已经更改。
校园里，同学们如往常一样忙碌
着学业。教科院附中执行校长杨
永红介绍，更名后，学校积极对接
成都天府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教科院”），依托其教
育资源优势，广泛开展学生兴趣
特长培养、教师专业成长培训、学
校德育课程实践、校园文化打造、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等方面的深度
合作。

教科院附中到底要办一所什么
样的学校？经过全体师生经多次论
证，学校确立了“翩翩少年正风华”
的办学理念，这既与教科院附小的

“朵朵花儿向阳开”办学理念遥相
呼应，又凸显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和
初中阶段教学特点。杨永红介绍，
学校着力诠释“翩翩少年”，以培养
青春、活力、激情的阳光少年为目

标，积极构建“阳光教育”课程体
系，从环境打造、课程建设等方面
有效切入，充分展现阳光少年“正
风华”的蓬勃状态，同时对在“阳光
教育”课程体系下的学生、老师和
家长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学校
成立了“学生成长中心”、“教师成
长中心”和“家长成长中心”，对学
生、教师和家长进行了分门别类的
培训、引导和提升，将“阳光教育”理
念渗透到学校工作的各方面。

此外，学校在师生关系重构和
家校教育合力形成方面也开展了
积极探索。如精心谋划、科学构建
实效自主课堂，激发学生向上向好
的内在动力，变“要我学”为“我要
学”，让课堂成为学生快乐的源泉，
让教室成为学生成长的摇篮，让学
校成为师生放飞梦想的地方。

“学校办学不仅目标明确，路
径也非常清晰，就是要在社区发展

治理和社会事业局领导下，将学校
办成学生家门口的口碑学校、办成
教科院引领下的优质学校、办成公
园城市里的品牌学校。”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教科
院附小。

据教科院附小执行校长熊英
介绍，自更名以后，在多方专家共
同努力下，学校进行了发展脉络再
梳理、再规划。“成为老百姓家门口
的口碑学校，教科院引领的优质学
校，公园城市的品牌学校，为新区
发展加持是她当前的工作方向。”

熊英介绍，学校将坚持在传承
中优化顶层设计。前不久，在新区
教科院的协助下，学校通过家长问
卷和教师座谈等形式，反复商讨论
证，确立了“阳光教育”办学理念。
并以此为指引，勾勒阳光学子、阳
光老师和阳光家长标识，构建阳光
七彩课程体系、阳光自主课堂体
系、阳光素养评价体系，培养“向
上、向好”的附小学子，以期实现

“学生有品质、教师有品位、学校有
品牌”的三品阳光学校愿景。

教育理念定了，课程体系如
何打造？教育教学工作如何开展？
教学成果如何评价？熊英介绍，学

校正积极探索落地三个“核心支
架”：阳光七彩课程、阳光自主课
堂和阳光素养评价。“我们拟构建
一套涵盖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全
方位课程体系，落实好‘1（国家课
程）’，创新好‘X（地方及校本课
程）’，用‘学科+’等方式，做好阅
读、习惯、心理、大语数等个性特
色课程，形成我校阳光七彩课程
体系。”同时，学校课堂改革的方
向是探索思维和能力。为了解决
学得怎么样这一问题，我们将全
面梳理学科素养细则，设置学科
素养评价月，用卷测+面测的评价
方式，评价每位学生各学科核心
素养，并形成学生的学期素养报
告，六年汇集成学生成长档案。

此外，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
按照新区规划部署，教科院附中
和附小将一起整体迁办，学校迁
址重建工作已经启动。新建的教
科院附中、附小距“独角兽岛”
500 米，将按照国际化和现代化
理念设计，按照“高起点、高标准、
高品质”的标准建设，拟在2021年
9月前投入使用。

不难看出，更名后，学校从软
件到硬件都将迎来全新的升级。

除了学校软硬件的全面提升，
另一大变化同样值得关注：两所学
校都采用了“双校长”制度，教科院
附中校长为天府新区教科院院长
刘长清，执行校长为新区引进的教
育人才杨永红；教科院附小校长为
天府新区教科院副院长陆枋，执行
校长为新区引进的教育人才熊英。
此举有何意义？社区治理和社事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将有利于促进
学校和教科院之间的深度链接，便
于教学教育成果的研究、实践和及
时转化。

校长和执行校长的分工有何
不同？据介绍，校长的职责主要是：
为学校发展争取政策、人力、物力
等方面的保障；为学校建设发展提
供指导；为学校教育教学提供资源
和搭建平台。同时要经常性深入学
校，了解学校工作情况；参与学校

发展重大决策，如学校发展规划、
文化建设、课程建设等；协调和管
理教科院教研与学校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工作。学校日常管理主要由
执行校长负责，执行校长拥有充分
的办学自主权。

天府新区教科院院长刘长清
表示，这样的创新改革之后，对教
科院的教研员有了更高的要求，促
使他们提升专业素养，增强服务意
识、研究意识、实践意识。

“我们要为教师的发展服务，
通过提升教师更好地为学生发展
服务，从而为学校的发展服务。因
此，必须一切以学校和教师的需求
为本，与老师们沟通交流，共同谋
划教研教学工作。”在教育研究方
面，首先要强调研究，其次要做到
系统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研究一定
要落实到学科内容，落实到具体的
项目。在实践方面，教研员要和一
线教师共同研究课程方案、课程标
准和教材（三研）、备课、作业、命
题、考试分析，以及一起承担公开
课和示范课。

刘长清说：“对学校来说，要完
善评价机制，激发全员活力，提升
学校发展的内生力；对教师来说，
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教育教
学工作，优化和重构学校的文化系
统和课程体系，促进课堂变革，提
高课堂效益，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教科院附中、附小要构建自己的文
化和课程，要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和
课程品牌。”。

体制变革：
“双校长制”促进学校和教科院深度链接

软硬件双提升
两所学校迎来新生

更名背后：
新区存量学校提档升级

健康咨询 远程问诊 24小时自助售药

新区惠民药房正式开业草莓放心吃
都帮你检测过了

新区守护舌尖安全 对冬草莓进行监督抽检

教科院附中和附小将整体迁办，迁址工作已经启动，此为规划图

规划中的附小和附中细节

现有的学校将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学校将进一步优化

检测前采样检测前采样

检测前制样品检测前制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