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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郊校园秋意浓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
们驾车从北京东三环附近出发，拐入
北京至河北承德的高速公路，之后一
路向北，开行约半个小时后，我们来
到了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大东流村。

与市区里车水马龙的喧闹不同，
这里有着一种充满人间烟火味的闲适
感：早市还未散尽，露天的摊位前，
附近的居民在挑选黄瓜、西红柿等蔬
果；早点铺子正是繁忙的时候，飘出来
的浓浓水蒸气中夹杂着食物的香味。

在导航系统的指引下，我们的车
拐入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路，正迟疑
间，一座整齐、简朴的院落出现在眼
前：黑色的铁栅栏门敞开着，门的右
侧挂着一条长方形牌匾，上书“北京
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

一下车，立刻就感到校园里的秋
意：两侧的银杏树一片金黄，微风吹
过，落叶纷飞。银杏树后是两排灰墙
红瓦的一层建筑。院子的正中央是宽
阔的操场，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操场上
空高高飘扬。操场前方正对着大门的
灰色影壁上是“团结、自立、分享、
共建”8 个镏金大字和冰心题写的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与时俱进理念新

接待我们的是位身材高挑、匀称
的中年男士，他叫宋伟豪，是一名时
装模特，也是这里的一名志愿工作人
员。他一边带领我们参观校园，一边
讲解着这里的故事，如数家珍。

宋伟豪介绍说，校园面积不大，
不到12亩，但是配备还算齐全，除了
食堂、教室之外，还有舞蹈房、图书
室、艺术室等，几乎所有的图书和设

备都来自社会捐赠。教学内容不断与
时俱进，从早期的美容美发和餐饮服
务等实用技能，逐步拓展到网络技术
和电商创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
里开设的特色课程比如创业课程班即

“SYB （Start Your Business） 班”，知
名电商企业的专家志愿来校对农家女
学员进行创业、管理等方面培训。

“这里就是冰心学堂，前不久举办
的庆祝建校21周年艺术展就是在这里
举行的。”宋伟豪带我们来到一座红色
窗棂、青色砖墙的小而精致的一层建
筑。“这个空间虽然不大，但是能够给
在这里的农家女学员提供接触艺术的
机会，提升她们的艺术素养，满足她
们的审美追求。”宋伟豪说。

从冰心学堂出来，我们走进了教学
和住宿区。那是几排平房，其间栽种着
树木和藤蔓类植物，还放置着圆桌和椅
子供师生员工休憩。虽然很简朴，但精
心布置下环境显得格外温馨舒适。

在宋伟豪的引导下，我们进入幼
教班的教室。学员们正在老师的指导
下认真地做着手工。宋伟豪低声介绍
说，这是“火种计划”项目班，招收
边远地区的乡村幼儿教师免费来这里
接受幼教培训，她们就像一颗火种，
经过系统训练后回到乡村，通过教育
影响更多孩子，用知识和爱心“点
燃”乡村孩子的心灵。

廿年坚守情谊深

在交谈中，宋伟豪告诉我们，当
天上午约10时30分，该校将在礼堂举
行农家女创业课程班的开学典礼，并
邀请我们参加。于是，我们从教室出
来后就向礼堂走去。在路上，我们碰
到一位身着西装、面容和善的男士。
宋伟豪说，他就是农家女学校的副校
长陈虎，并热情地介绍我们认识。

陈虎是农家女学校的老员工了。
1999 年 12 月份，在刚建校一年时，
他就来到这里工作。2005年，学校筹
办SYB创业班，他通过培训学习，考
取了创业班的教学资格，之后正式开
始带班授课，一共培训了 4000 多名
学员。

“这些农家女学员都很上进要
强，很多取得了突出成绩。比如，湖
南省湘潭市的彭水平，她是 58 班班
长。完成农家女学校培训后，她回去
抓住机会，发展水稻种植，领头进一
步办好水稻种植合作社，逐渐形成规
模效应，带动了湘潭市种植业上台
阶。如今，她是湘潭市农产品女经纪
人协会会长、湘潭县春静水稻种植专
业合作社理事，还被评为了全国妇女
十二大代表。”陈虎谈起学生，自豪
之情溢于言表。

“陈副校长在这边坚守了 20 年，
收获了很多幸福和欢乐，但也付出了
很多，包括家庭方面。”宋伟豪告诉
我们。由于种种条件限制，陈虎只身
一人来京郊农家女学校工作，爱人和
孩子留在湖北荆门，错过了很多与家
人相处的时光，甚至在孩子教育方面
没能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关注别人
家孩子的成长，却没能陪伴自己孩子
的成长。对此，陈虎虽然有遗憾和无
奈，但并不后悔，依然充满热情地投

入学校的事业中。他说，这里的教师
员工都是在冰心“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的大爱感召之下而来，无怨无悔
奉献，自己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

勤勉向上干劲足

我们随着宋伟豪拾级而上，来到
二楼礼堂。这是农家女学校举行大型
室内活动的地方，面积约 50 平方米。
我们赶到时，开班典礼已经准备就
绪，来自湖南各地市的几十名学员已
整齐地坐好。礼堂正前方的墙壁上挂
着一个白色的横幅，上面是红色的

“开班典礼”4个大字，横幅上方是冰
心手书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陈虎笑容满面地站在横幅左侧主持席
上静待仪式开始。

约 10 时 40 分，陈虎宣布开学典
礼开始，首先邀请李晓雯校长致辞。
她一袭红衣走上台前，表达对学员的
欢迎和对入学开班的祝贺，并给学员
们讲述农家女学校的由来，勉励大家
勤勉向上。她说，这所学校的创办得
益于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冰心，
1998年，冰心捐出10万元稿费作为第
一笔资金，使这所学校得以启动。她
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被镌
刻在学校的醒目位置。因此，该校也
被外界称为“冰心农家女校”。李晓
雯勉励学员们珍惜机会，不仅在这里
学好本领，还要回去后把爱传递给更
多人。

学员代表接着上台发言，讲述自
己的感受和故事。这些来自湖湘农村
的女学员几乎都是第一次走上发言
席，虽然显得有些紧张、羞涩，但是
情感真挚、动人。她们纷纷讲述自己
的梦想和愿景。有的表示，要在家乡
办好养鸭场，陪在身有残疾的孩子身
边，不让他成为“留守儿童”；有的
希望学好种植技术，做大家乡特色水
果产业，与村里的姐妹们一起改善生
活；还有的决心掌握更多电商知识，
提高自己创办电商培训班的教学水
平，培训更多农家妇女在家门口把自
己的农产品输往全国各地。

上台分享感受和故事的几位农家
女学员年龄差别较大，从二十几岁到
四十岁不等，都或多或少经历过生活
的坎坷。有的从小辍学担起家庭重
任，有的自主创业屡屡失败，还有的
因家庭变故遭遇巨大打击。站在台
上，有的言语哽咽、眼眶湿润；有的
面带微笑，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如
何坚强地战胜困难并相信未来一定美
好，相信“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在这群笑容灿烂、笑声爽朗的农
家女身上，我们看到了淳朴与坚忍，
豁达与上进。而偏居京城一隅的“冰
心农家女学校”将给予她们温暖的关
爱，赋予她们改变命运的知识和力量。

探访结束了，我们驾车渐渐远
去。那一张张羞涩中透着真诚的脸庞
依然浮现在我眼前。我想，冰心的

《繁星》 是关于爱的哲理诗，“冰心女
校”无疑是她写给乡土女儿的另一首
浸透着爱意的 《繁星》，温暖着人们
的心灵、滋润着脚下的土地。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
治经济形势严峻、不确定性显著，这对于广大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机遇与挑
战。作为新兴国家间最重要的合作机制，金砖国
家合作机制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如今，金砖合作已开启第二个“金色
十年”，金砖国家应该再接再厉，在不确定性中寻
找确定性，在大变局背景下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
系，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金砖动力。

科技创新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来
源，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创业与结构改
革以及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等方面均发挥
至关重要作用。

金砖国家是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力量，也
是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的主要引领者，在研发经费
投入、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科技期刊论文发表量方
面占世界的比例持续增加，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
率不断提升。

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有显著差距。其原因主要在
于，金砖国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仍处于产业价值
链的较低端，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低。金砖国家
发挥合作潜力、开展创新对话与科技创新合作，
则有助于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同
时对于促进创新驱动发展、助力世界经济可持续
发展、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也具有
重要意义。

近年来，金砖国家在科技创新合作方面已达
成重要共识，科技创新合作已呈现出制度化、常
态化发展趋势。2018 年 7 月 25 日，在金砖国家工
商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 10年将是世界
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 10年。人工智能、大数
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给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翻
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要抓住这个重大机遇，推动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打造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合作新引擎。继续扩
大和深化金砖国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对话，推进金
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共识在科技创新领域落实落
地，进一步强化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部长级会议、
金砖国家科技创新高官会、金砖国家青年科学家
论坛、金砖国家科技创新资金资助方工作组会等
重要机制，不断扩大共识，使其在全球创新治理
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合作新途径。扩大金砖
机制下国际科技创新合作专项在数量与经费方面
的投入，加大对多边研发合作项目的资助力度。
加强金砖国家间的国际合作基地建设，鼓励开
展、深化金砖国家科技园区合作，建立园区合作
定期交流机制，注重金砖国家科技园区建设经验和最佳实践的分享。

构建金砖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新平台。有效集成金砖国家优质科技
资源，加快建设金砖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金砖国家信息技术和高性能
计算创新合作中心，为各参与方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信息与技术服
务，鼓励金砖五国开展技术转移转化合作，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发
挥企业对国际技术创新合作的重要推动作用，实现在民生、基础前沿
等领域科技资源的共建共享。

此外，金砖国家还要加强科技政策创新和发展战略创新，不断提
升在多边科技舞台的话语权，建立青年科技人才交流新机制。

科技创新合作是促进金砖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未来，金砖国家
有待携起手来，通过在多领域、多层面展开实际部署与行动，共同推
动金砖国家科技创新合作行稳致远，积极构建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
伴关系，共谱金砖国家合作新篇章。

（作者为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 泉） 记者近日从中国发明协会获悉，第 23
届全国发明展览会致力于为创新资源搭建交流对接合作的高端平台，
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900个发明创新项目参展。

7日在佛山开幕的第23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
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由中国发明协会、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广
东省科学技术厅主办，设置了 VR体验、高端智能制造、环保节能、智能
家居、新一代信息技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发明创新等展区。

本届展览会重视促进发明创新与产业资本对接，同期举行2019年
科技成果直通车 （佛山站智能制造领域） 活动，针对佛山产业需求，
从北京、港澳乃至全国引进更多智能制造领域的优秀项目和解决方
案，推进佛山制造业转型升级。

冰心女校：爱若繁星
——探访北京昌平农家女实用技能培训学校

张保淑 田姬熔

“京郊冰心农家女学校的冰
心学堂艺术展览开幕了，欢迎各
位支持和参观。该校能坚持不懈
辛勤耕耘21载，离不开社会各界
对偏远地区女性教育事业的关爱
和支持。”这是日前笔者微信群
里一位艺术圈的朋友更新的一则
动态，与之配发的是一组关于画
作展览的图片：简朴的小院落
内，陈列在精美的画架上的一幅
幅作品一字排开，一些参观者在
画作前欣赏徘徊，流出专心、专
注的神情。

这引起了笔者浓厚兴趣：冰
心农家女学校是一所怎样的学
校？校园环境什么样？那里的学
生来自哪里？她们的生活和学习
情况怎样？冰心学堂艺术展背后
有什么故事？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通过这
位朋友联系上冰心农家女学校，
踏上了京郊探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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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北省沧州市举行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首批路网发布
暨自动驾驶载人测试。30 辆自动驾驶汽车驶上沧州经济开发区的街
头，这意味着中国首个区级全域自动驾驶可载人测试路网正式开放。

（人民图片）

李晓雯 田姬熔摄李晓雯 田姬熔摄

陈虎 田姬熔摄

农家女学校学员在京参观世博园留影。 北京农家女学校官网

农家女学校学员的在校培训生活。 北京农家女学校官网

第23届全国发明展举行

中国首个区级全域自动驾驶
可载人测试路网正式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