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7 科教文体要闻编辑部 责任编辑:杨李超
电话:(0591)87095943

倪宗玉原房屋坐落福州市马
尾区儒江路外垱 71 号，产权未登
记。2006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征
收工程处征收安置马尾区儒江东
路 18 号 名 城 港 湾 A 地 块 53# 楼
203单元。现申请办理上述产权登
记，如有异议者在登报之日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逾期
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倪宗玉

声 明

本报讯（记者 储白珊） 省教育厅 19 日印发通知，确定厦门
市集美区、漳州市东山县、泉州市永春县、莆田市城厢区、南平市光
泽县、龙岩市漳平市、宁德市福鼎市为省级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
创建县（市、区）。

此前，福州市鼓楼区和晋安区，厦门市思明区和湖里区，以及
三明市三元区已成为教育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市、
区）。至此，我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市、区）达 12个。

我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先行创建县（市、区）达12个

本报讯（记者 陈旻） 19日，“中国·福建水土保持科教园”在福
州正式动工建设。这是全国首个部省共建的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教园
区，由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与福建省水利厅共同负责组织建设。
至此，我省共有7个国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数量居全国前列。

科教园位于福州市鼓岭脚下，设科教展示区、科普体验区、科
研试验区、植被示范区、生态宣传廊等“四区一廊”，占地面积约为
2.47万平方米，计划今年底建成，明年向社会免费开放。建成后，它
将发挥公益属性，展示水土保持真实场景及水利建设成就、经验，
计划每年接待 1万名中小学生。

截至 2021年底，全省水土保持率提升至 92.48%，在全国持续领
跑；8 个项目获评“国家水土保持示范”，数量全国最多、类型最全；
长汀入选全国首批 5个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长汀经验”不
断推广、深化拓展，入选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据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正在拟
定水保工作特色的水土保持科教园区建设标准，并积极推进海峡
两岸水土保持工作融合发展，加快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高质量发展。

全国首个部省共建
水土保持科教园在榕动工
我省水保科技示范园区数量居全国前列

本报讯（记者 游笑春 通讯员 苏建成） 省住建厅、文旅厅和
文物局日前联合印发实施《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七条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将建立专门网页、
信息平台、举报电话等有效便捷渠道，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举报涉及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违法违规行为。

根据《通知》，今年我省将编制完成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规划，确定省级保护对象名录和分布图，明确保护范围和管控要求，
与相关规划做好衔接。各县（区、市）要在今年底前组织编制完成名
城、街区、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规划。非历史文化名城的县（市、
区）要编制历史风貌保护规划；村庄规划要包括风貌规划相关内容。
各级历史文化保护规划应同步建设数据库，并于规划批复后 30 日
内，汇总提交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目前，我省有9座历史文化名城（4座国家级、5座省级）、49片历史文
化街区、200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193个传统村落、9108座历史建筑，
传统民居有11大类33小类，初步形成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破坏历史建筑将有专门举报平台

一手握竹节，一手持篾刀，只消一会儿工夫，一截老煤
竹就行云流水地变成了宽度均匀的篾片……爆火网络前，
抖音账号“竹编老舅”呈现给观众的，很多是这样看似平常
的制作过程。随着一段记录竹编工艺品“天宫一号空间站”
创作过程的视频登上热搜，武夷竹编非遗技艺传承人谢宏
星的关注者呈几何级数增长。

“巧夺‘天宫’”，是网友对其作品的评价。对步入不惑之
年的谢宏星而言，22 年苦修竹编技艺的坚守，开始迎来更
多福报。

热爱促使他从零开始

武夷山下，遍地产竹。竹编的经纬交织，映射前人的生
活智慧，也让生长于斯的谢宏星找到了人生所爱。

一次偶然的接触，谢宏星发现“这东西很好玩”。2005
年，他正式拜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云华学艺，踏入了竹编
的大门。

“首先要去热爱它。”一开始，他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
出门那天，谢宏星对父亲说：“如果没有学成归来，我死不瞑
目。”凭着这股韧劲和坚持，他从零开始，最终练就了一手堪
比机器般精准的功夫。

做竹编既需体力，又要耐力。制作“天宫一号空间站”的
国旗时，为了让成品更完美，谢宏星舍弃了传统编法，选择了
更为复杂的方式，从晚上7点一直编到次日凌晨4点，最终耗

时 9个小时完成。虽然长时间的埋头工作让他的颈椎劳损严
重，但他说：“创作时我不会在乎时间的多少，因为这很过瘾！”

热爱，也让谢宏星的创作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
冬天女儿觉得手冷，他马上用竹编做了一个可以放置

木炭暖手的“暖手宝”；三八妇女节，他用易拉罐外壳结合竹
编装饰，送给妻子一个时尚的手镯；朋友捡来一根烂毛竹，
他循着它的原始形态，制成一个船状的茶盘，与朋友对坐品
茗聊天，好不快哉。

直播把艺术与生活勾连

破与立，传承与创新，是很多非遗技艺长期面对的课
题。就算在竹编历史悠久的闽北，竹编工艺品也早已失去往
昔的辉煌，当初和谢宏星一起学艺的师兄弟几乎全部改行。
如何生存并传承技艺，谢宏星一直在思考和实践。

起初，谢宏星在景区建了一间竹编艺术馆，免费供游客
观赏拍照，希望以此展示技艺，提升武夷竹编的影响力。但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来往的游客大为减少。怎么把竹编技艺
更好地传递向五湖四海？他选择了新媒体平台：“我每天都
要干活，不如开个直播，用手机记录下来，顺道也可以宣传
武夷山的当地传统工艺。”

也许这种清新自然无人设的画面，自带“吸睛”密码。刚
发了十余条视频，谢宏星就积累了数万粉丝。用流行歌曲做
背景音乐，用年轻人喜欢的镜头语言来讲故事，他有意识地

把竹编艺术和普通人的生活勾连了起来。在《稻香》的旋律
中，网友能感受到武夷山的恬静自然；作品《蚁心移疫》中，
他用竹编做口罩，用心记录了疫情下每一个平凡人的力量
和付出。“记录生活，但又高于生活”，他认为，生活化的展示
让原本静态的竹编作品贴近更多人。

此外，谢宏星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自己的粉丝，
大多是“90 后”甚至“00 后”。这让他很兴奋，因为这证明古
老手艺对年轻人仍然很有吸引力。

为了在短视频中潜移默化地普及竹编知识，谢宏星动
了许多脑筋，他会在直播时不厌其烦地介绍每件竹编工艺
品的制作步骤，还会连带介绍许多看似冷僻的竹子知识，让
年轻的观众增进了解，加深理解。“要是我孩子读书读不好，
就让他来学竹编。”有网友留下这样的评论。对此，谢宏星有
不同意见。他坚持认为，如今学手艺首先要学知识，没有知
识就无法独立思考，也就无法做出更好的创意。

“竹编老舅”谢宏星：

不惑之年，巧夺“天宫”
□本报记者 林侃

本报讯（记者 黄琼芬 通讯
员 洪坤泽 文/图） 17 日，泉州市
泉港区峰尾镇诚平村打银澳的海
滩上热闹非凡。在锣鼓声、鞭炮声
与海浪声的交响中，在此“定居”一
年多的福船缓缓驶离打银澳码头，
由奎壁村海港口码头上岸，“乔迁”
至泉港区锦绣湖的“新家”。

据了解，作为泉港建区二十周
年的献礼，这艘福船由 16 名造船
匠人花 6 个多月打造，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在峰尾镇诚平村打银澳
码头下水。它采用“水密隔舱”造船

技艺，按 1∶1比例建造，长 30米、深
2.15 米，底部结构呈尖形，前部为
小方头，尾部宽大而方正，船上不
同位置刻有鼠桥、牛栏、虎口、兔厕
等十二生肖暗示标记。

“福船以‘水密隔舱’技术成为
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对我国
造船史和海洋史的研究具有重大
价值。”峰尾镇诚平村党支部书记
林配宗介绍说，在锦绣湖，这艘福
船将向更多人介绍泉港的历史和
传统文化内涵。

福船驾到添新“ ”

上杭县蛟洋镇齐抓共管 打造网格化禁毒新格局
今年以来，上杭县蛟洋镇不断强化禁毒反诈宣传工作，加强吸毒史人员

管控，积极做好禁毒专项整治和毒品预防教育等重点工作，有效打击了蛟洋
镇境内涉麻涉毒违法犯罪活动，成效显著，初步构建形成了“预防为主、精准
管控、全民参与”的禁毒网格化新格局。

围绕“绿色乡村、无毒蛟洋”主题，蛟洋镇紧盯重点人群，成立以党委书记
为组长的禁毒工作领导小组，坚持以重点治理为主，大力整治农村吸贩毒活
动，开展禁种铲毒工作，严打吸贩毒、涉麻制毒违法犯罪“清村扫楼巡山”等专
项行动，充分发动社会各方力量，群防群治，常态化禁毒，齐抓共管，实行禁毒
工作网格化管理，全面提升禁毒工作新格局。

与此同时，蛟洋镇把禁毒宣传与普法宣传、学校教育、民间文艺演出相结
合，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全链条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零
种植”“零窝点”工作成效持续得到巩固。 （傅锡兴） □专题

18 日 ，国家税务总局平潭综合

实验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平潭税务

部门”）联合平潭山海佳苑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共同为“税易达”税费驿站

揭牌。

“税易达”税费驿站是平潭税务

部门针对基层群众推出的又一创新

举措，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医社

保 缴 纳 辅 导 、发 票 开 具 、契 税 相 关

业务咨询以及福建省电子税务局系

统 操 作 辅 导 等 多 种 税 费“ 一 站 式 ”

服务。

“此前，部分基层群众因文化水

平不高导致无法正确表述诉求、多次

往返办税大厅等情况，通过在基层党

群服务中心增设税费驿站，打通为民

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国家税务总

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税务局纳税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陈继源表示，下一步将

在实验区各村居设立税费驿站，并将

服务延伸到周边的企业、社区以及学

校、医院等，不断完善服务的税种，实

现分布全覆盖、辐射面全覆盖、涉税

全覆盖。

当天，平潭税务部门还围绕“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开展纳税人学堂活

动，现场解答、辅导社区居民有关税

费方面的问题，让群众了解政策和操

作流程。

（林霞） □专题

平潭设立“税易达”税费驿站

本报讯（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陈俊毅）“海峡两岸南岛语族考
古教学实习基地工作站”18日在漳平奇和洞遗址揭牌。

位于漳平市象湖镇灶头村的奇和洞遗址，是一处旧石器时代
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保存良好
的距今 1 万年左右的人类头骨，被称为福建版“山顶洞人”。该遗址
于 2013 年先后被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和第七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奇和洞遗址是福建省乃至中国重大的史前考古发现，
在国际南岛语族考古史上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今年
3 月，国台办批复同意在奇和洞遗址设立“海峡两岸南岛语族考古
教学实习基地工作站”。

此次揭牌，对进一步做好奇和洞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将有力促进漳平开展对台学术文化交流合作，把奇和洞遗址打
造成为海峡两岸南岛语族涉台研究教学、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传播
应用平台，加快推进奇和洞遗址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设。

“海峡两岸南岛语族
考古教学实习基地工作站”揭牌

本报讯（记者 郭斌） 19 日晚，福州三坊七巷文化街区宫巷
刘家大院内传出悠悠闽韵，伴随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为旅游日增添
一股清新朝气。由省文旅厅、省委文明办主办，省实验闽剧院、省旅
游有限公司承办的“文明旅游 安全出行”——中国旅游日“闽风福
韵”非遗闽剧沉浸式体验研学活动在这里欢乐开启。

作为我省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宫巷刘家大院始建于清
代，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大女婿刘齐衔的故居。参加研学的孩子在家
长的带领下步入古香古色、充满人文气息的坊巷老宅，一同感受了
一场非遗闽剧沉浸式体验研学。

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表示，此次活动以非遗闽剧为切入点，
不仅展示了闽都地域风采，更以新时代的闽剧“福”文化表达，打响
文旅结合“福”文化品牌，让青年一代在研学活动中畅享“福”文化。

又讯（记者 赖昊拓） 19 日，“山海情，武夷行”“中国旅游日”
山海联动活动在武夷山茶博园举办。

当天，武夷山市发布了对旅游企业招引会议给予 60 元/人奖
励、对疗休养旅游团队赠送茶礼并给予旅行社80元/人奖励、学生凭
证件给予主景区门票买一送一优惠等 7 条扩大当地旅游市场消费
的奖励支持政策措施。福州、厦门、莆田、宁德、南平等五设区市文旅
局共同签订山海合作协议；南平市文旅局还与福建新华发行集团签
订研学旅游合作协议，共同开发非遗传承实践基地和研学活动。

非遗闽剧沉浸式体验研学在榕亮相
“山海情，武夷行”山海联动活动在南平举办

引发网友盛赞的“天宫一号空间站” （受访者供图）

继

艺

福船破浪前行福船破浪前行。。

来到来到““新家新家””。。

福

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各地将迎来“双
减”后的首次中考。怎么看命题工作新要求？
考生能否成功“上岸”？中考的定位和功能未
来如何调整？记者在全国多地进行了采访。

命题中的“减”元素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近 期 发 布《关 于 做 好
2022 年中考命题工作的通知》指出，要积极
推进省级统一命题。

据了解，2022 年重庆市中考各学科采
用全市统一命题，其中地理、生物学科今年
是首次实行全市统一命题。

“统一命题有助于加强对学校的教育
教学指导，推动学考有效衔接，更好巩固

‘双减’成效。”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
吴薇说，今年的中考命题将着力加强关键
能力考查，不超标命题，不出偏题、怪题，优
化试题情境设计，以立德树人为鲜明导向，
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

“双减”是站在学生全面发展、培养未
来创新人才高度的重大举措。广州市第五
中学校长裘志坚说，学生在校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减”了之后，考试命题“要增
加命题的情境性；增加命题的开放性和灵
活性，减少记忆性试题；增加跨学科试题”。

山西省实验中学初中部教务处主任李

凤婷说，从今年的模拟考试、适应性考试等
来看，阅读面宽了，传递了诚信、友善等核
心价值观，涉及前沿科学、时事新闻等；更
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

备考中的“减”战术

命题“指挥棒”发生变化后，告别“死记硬
背”和“题海战术”，学生还能成功“上岸”吗？

在江西省萍乡市田家炳中学九年级历
史老师刘伟看来，“双减”后对学生综合素质
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学生除了能‘学会’，更
要‘会学’”。

最近，刘伟在课堂上打破传统复习备
考模式，将知识内容进行专题划分，再引导
学生分析问题、鉴古知今，并由学生在课堂
上分组讲述。学生陈利军说：“这种复习方
式让我们对知识点记忆深刻。”

沈阳市第一二六中学副校长陈越说：
“让学生‘走出题海’，老师就要先‘走入题
海’。学校组织教师整合学科知识点，形成
不同学科的‘自主学习笔记’，内容包括知
识点总结、拓展练习、分层练习等，引导学
生从被动式学习转为主动式学习。题不在
于做得多，而是重在思考。”

下午 5 点到 5 点 50 分是山西省泽州县
巴公镇初级中学的活动课时间。多年来，学

校利用这 50 分钟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
还有篮球、乒乓球、书法等兴趣课程。校长
和淑琴说，“双减”前，活动课只有七年级和
八年级的学生可以参加，今年学校首次让
九年级学生的活动课“不停课”。

“令人意外的是，这届九年级考生的模
考成绩与往届学生相比，还略有提高。很多
老师感觉到，学生的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
也有改善提升。”和淑琴说。

“学生不再到处补课转场，校外培训学
校的集训串讲也没有了。”山西省实验中学
教师李思勤说，家长和学生们不再在条幅标
语和社会环境的引导下盲目跟风，更多思考
在适合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进行升学选择。

未来中的“减”思路

“当简单的死记硬背和刷题不能再取
得好成绩时，当大家都看到考试评价改革
的成效时，才会真正地以更大的热情拥抱

‘双减’。”重庆市珊瑚中学校长林莉认为，
中考作为一种评价机制，应该亮出更加鲜
明的信号和导向，引导学校提高教育质量、
提升教育特色，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

针对“双减”后的评价方式，广州市第
五中学探索了跨学科项目式学习，通过主
题学习活动，整合多学科知识，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
例如，学校组织学生到广州海珠国家

湿地公园，带着做“植物猎人”的研学任务，
看上去是一节生物课，但从语文学科角度，
提出这些植物有哪些诗人写过相关的诗
歌；从英语学科角度，可以用英语进行介
绍；从数学学科角度，可以学习如何进行丈
量等。这是一种全方面探究式学习，孩子们
为此查阅大量资料，阅读不少相关书籍。

辽宁省本溪市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夏
冬梅说，从中考的定位和功能角度看，应进
一步增强考试内容的基础性、系统性及综
合性，加强对学生独立思考和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

重庆市谢家湾学校校长刘希娅建议，
进一步优化中考机制，确保中考命题方向
与“双减”精神相吻合，让考与学相匹配，促
进“双减”政策进一步落地。

“中考要严格依据课程标准命题，切实做
到学什么考什么。”辽宁省鞍山市第二十三中
学教学校长杨烨表示，下一步学校教学将着
重应试和实践结合，减少应试的刻板性。

“未来，中考还有很大优化空间，比如
更好地将终结性考试和过程性考试结合起
来，让综合素质评价等过程性评价真正发
挥实效。”山西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
长刘岗说。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倒计时！“双减”后首次中考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