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教育”是万科布局
未来的重点领域之一

说起“新教育”，很容易让人联
想到马云在 2016 年提出的“新零
售”概念。如果说马云的“新零售”是
着眼于解决传统零售和电商行业的
痛点，那么万科的“新教育”就是着
眼于传统教育行业的痛点。

针对教育痛点：万科“新教育”
三大模式营造新生活方式

这些年，随着房地产进入买方
市场，房子供需不对等的情况得以
逐步改善，但教育的情况仍然严峻，
可以说教育是过去 20 年来供需最
不对等、消费者感觉最苦恼的领域
之一。

万科教育产业布局着眼于解决
中国家长的痛点。于是，万科“新教
育”模式应运而生。利用其自身地产
业的优势与教育资源相结合，“地
产+教育”或者说教育社区化模式有

着天然的优势。
按照教育的目的和层次，“地

产+教育”可以分为配置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等基础教育资源，配
置专科、本科、成教、研究生等高等
教育资源，以及配置文化、艺术等非
升学类教育资源。

而万科的“新教育”在以上三类
教育资源模式中，早已进行了深入
的探索。

万科的探索：教育版
图频结硕果

追溯历史，早在 1996 年，从上
海万科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建立上
海市复旦万科实验学校时起，万科
便开始了其在教育产业的试水。不
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校被
视作万科房地产开发业务的配套。

2010 年，万科从“社区学校”的
维度开启了“城市配套服务商”的教
育产业之路，建立了第一个万科社

区学校。
到了 2014 年，随着房地产进入

“白银时代”，万科明确提出转型“城
市配套服务商”，教育成为万科的一
项战略新业务。

2015 年，万科联手深圳中学共
建万科梅沙书院，意在通过深度布
局教育产业，将城市配套服务商的
转型战略一以贯之。

2017 年，“德英乐”教育新品牌
正式启用，并首度发布战略规划和
发展布局。“德英乐”涵盖幼儿园及
中小学，融合政府、企业、国内外优
质教育合作机构等多方资源，创新
学生、家长、老师“家校共建”模式，
形成了覆盖公办、民办及素质教育
的一个完整的业务体系，并建立了
一整套评估标准，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做法。

一个完整的教育生态，包括学
校、学生、家长、教育机构等各个群
体。万科的愿景，不仅在于从单纯的
学校承建方，变成义务教育到素质
教育产品的供应方，还要成长为具
备输出能力的教育品牌，构建教育
产业生态和平台式社区。

到目前为止，万科已经在上海、
广州、深圳、宁波等地建立了幼儿
园、小学、中学若干所。其中，在上海
布局的学校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类
别最全。特别是民办复旦万科实验
学校，作为万科建立最早的一所学
校，是万科教育 20 年发展之路的有
力见证者。可以说，上海是万科教育
品牌的发源地、发展地。

万科宁波：致力于“新
教育”实践

作为义务教育的补充和衍生，

宁波万科基于芝士公园、九龙湖国
际户外营地，形成了以“一站式城市
教育综合体”“模拟社会成长类教
育”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生态圈，积极
探索素质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
作用，并着力解决家长在培养孩子
过程中遇到的痛点。

芝士公园：ALL-TIME城市教
育综合体

城市营地定位于素质教育的培
优基地，被称之为城市教育综合体。

宁波万科“新教育”实践亮点
之一是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联手，
将原有日报大厦进行改造，创新打
造了一座以孩子素质教育为核心，
大 众 学 习 、 消 费 相 融 合 为 辅 的
ALL-TIME教育综合体。相较于其
他，可谓亮点纷呈，独领风骚。

首先，区别于众多培训机构的
语数外，芝士公园更加注重儿童的
素质培养。包括剑道馆，跆拳道
馆，芭蕾舞、国标舞、健美操等60
多家教育培训机构入驻以及国际马
术、活体虫馆等特色项目，满足了
学生和家长的多元需求，解决了他
们为多个培训辗转培训班、疲于奔
忙的痛点。

其次，具有“强棒”的资源

优势。为提前帮助家长筛选优质
教育品牌，芝士公园的招商团队
奔赴 21 座城市，从 200 多家机构
中通过“6 大维度、121 项细则”
考核标准审核机构资质。以 6大维
度为例，包涵了品牌实力、师资
力量、学生积累、特色资源、口
碑评价、经营管理等，可谓窥一
斑而知全貌。

再者，为保障入驻机构品质，芝
士公园还要求机构必须去教育、民
政、工商等相关部门办证，做好教育
培训审批。

另外，芝士公园作为一个业态
丰富的综合体，功能齐全，配套完
善。为大众及学习者营造具有时尚
艺术气息的美学生活方式，学生进
行培训的同时，家长无需苦等孩子
下课，尽可享受购物、生活、娱乐、工
作等乐趣。

九龙湖国际户外营地：模拟社
会成长类教育

营地教育是相对于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而言的一种社会教育模
式，起源于美国，至今已有 150 多
年的历史。目前，作为学校和家庭
教育的有效补充和组成部分，营地
教育受到世界众多教育发达国家的

重视。然而，营地教育在国内尚处
于起步阶段。

看到市场空白与孩子的需求，
宁波万科优先选择帆艇运动，帮助
孩子培养户外生存能力、合作探索
精神。据介绍，帆艇教练全部来自
中国大陆首家取得 RYA 认证的帆
船培训中心——万航帆艇，在过去
2 年里，已有 3 万余名宁波、上海
等地的青少年参与体验。今年，营
地同宁波镇海区政府达成战略合
作，承接 5000 名小学生户外运动
课程体验，全面发展孩子的综合能
力。

未来 3 年，营地将努力打造成
为华东区域户外营地首屈一指的品
牌，目标服务 10 万人次。并将在今
年 5 月中旬开放二期户外营地，同
步开展森林探险、定向赛等青少年
户外运动。

在素质教育的生态圈中，万科
同步在宁波引入德英乐幼儿园、联
动政府发展老年大学战略合作基地
等。

采访手记：
未来的日子里，进入教育领域

的万科，将竭力为每一个学习者打
造美好的心灵家园。

万科宁波践行新时代下的“新教育”理念
改革40年，我国民办教育快速发展，有效增加了教育服务供给，培养了大批合格人才，为创新教

育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促进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去年，国
务院印发了 《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民办教育改革发展
作出全面部署。当前，我国正在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进入以提高质量、促进公平、改善环
境、优化结构为主要特征的新发展阶段，民办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从 2010年成为国内首家销售金额突破 1000亿元的房地产企业，万科一路冲破 5000亿元大关，再
到不断在“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的道路上转型升级；从最初定位的“三好住宅供应商”
延展为“城市配套服务商”，再到战略定位进一步迭代升级为“城乡建设与生活服务商”。在万科上海
区域，以“热带雨林”为代号的多元服务涵盖了住宅、教育、青年公寓、养老、商业、产城、物流、
家居家装等业务。

编

者

按

万航帆艇教练在教孩子及家长帆艇操作方法。

芝士公园跆拳道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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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燕波） 文化
和旅游部日前公布了第五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名单。昨日，记者从
市文化馆获悉，宁波又有 7 位传
承人入围。他们分别是布袋和尚
传说传承人张嘉国、四明南词传
承人陈祥源、唱新闻传承人叶胜
建 、 董 氏 儿 科 医 术 传 承 人 董 幼
祺、余姚土布制作技艺传承人王

桂凤、前童元宵行会传承人童全
灿、渔民开洋谢洋节传承人韩素
莲。

记者了解到，第五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全
国一共有 1082 人，浙江省有 74 人
入选。宁波这次有 7 人入选，是
历 次 入 选 人 数 中 最 多 的 一 次 。
据 市 文 化 馆 副 馆 长 、 市 非 遗 保
护中心负责人孔燕介绍，我市之

前已有 9 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们分别是
杨 柳 汀 （甬 剧）、 沈 守 良 （姚
剧）、叶全民 （宁海平调）、许谨
伦 （金银彩绣）、陈明伟 （骨木
镶嵌）、黄才良 （泥金彩漆）、陈
盖 洪 （朱 金 漆 木 雕）、 史 奇 刚

（晒 盐 技 艺）、 陈 行国 （奉化布
龙）。因晒盐技艺传承人史奇刚不
幸 去 世 ， 故 我 市 现 有 15 位 “ 国

宝”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值得
一提的是我市曲艺类的非遗项目
传承最困难，之前还没有一位国
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次入选的
7 位传承人中就有两位是曲艺传
承人：陈祥源 （四明南词） 和叶
胜建 （唱新闻）。他们的入选为
四明南词和唱新闻这两项国家级
非遗项目的传承事业带来希望和
信心。

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公布

宁波新添7位“国宝”级传承人

“我和我老伴腿脚都不是很好，上下楼梯很吃力，现在有了这个椅子，来社区办
事情就方便多了。”昨天，镇海区骆驼街道南一社区的70岁居民秦惠章正在试用社
区办公大楼里刚安装好的楼梯升降椅。该升降椅工作原理简单，人坐在椅子上，推动
扶手上的按钮，电机带动钢索，座椅就能载着人徐徐地沿着轨道上下楼梯。据了解，
南一社区是镇海区首个无障碍社区创建示范点。 （徐文杰 汤越 摄）

本报讯（记者周燕波 通讯员
朱尹莹）昨天，“曙色添香”海曙区
首届美术书法展在宁波美术馆开
幕，共展出 140件代表当前海曙区
书画艺术顶端水平的书画作品。国
画、油画、水彩画、粉画及各种书
体、风格的书法作品汇聚一堂，为
观众提供了一场高规格、高档次的
书画盛宴。

作为改革开放 40周年献礼作
品展，本次展览是区划调整后的新
海曙首次组织的参与面最广、规模
最大、质量最高的一次美术、书法
艺术展会，展现了最近 5年来海曙
区书画创作队伍取得的丰硕成果。
据海曙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

长阎云泉介绍，这次展览从筹备到
开幕历时将近一年，共征集到 600
余件高质量的书画作品。经过严格
评审，评出书画优秀奖各 10件，入
展作品 110件。另外还收到了周律
之、陈启元、沈元发、何业琦等甬上
书画名家的特邀作品，为本次展览
锦上添花。

海曙区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陈建东说，这次展览参与度很高，
作品题材非常接地气，质量相当
高，展出的作品大多数是在全国、
省级展览上入选或获奖的。“是反
映海曙区文化实力的一次展览，也
是近两年开展全民艺术普及工程
带来的成果。”陈建东透露，接下来
他们准备把一批没入展但质量不
错的作品集结起来，送到基层街
道、乡镇、社区、学校去巡展。

本次美术书法展由海曙区政
府主办，海曙区委宣传部、区文联
承办，展览将持续至5月27日。

海曙区首届美术书法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陈飞 通讯员曾
徐）龙观乡金溪村村民李某患了癌
症，网格长褚春意在日常巡查过程
中得知此事，发现李某符合大病救
助各项条件，遂通过“E宁波”移动
终端将信息上报。近日，当地便民
服务平台联合民政部门负责人上
门了解情况，现场为其办理了申请
补助相关手续。

海曙区龙观乡地处四明山麓，
为破解山区村民下山办事难问题，
龙观乡积极延伸“四个平台”功能，
探索建立首席代办员制度，通过组
建一支“便民服务队”，替群众代办
各类社会事务，跑好山区服务“最
后一公里”，践行基层“最多跑一
次”改革。

龙观乡综合信息指挥室专职
副主任裴恒锋介绍，该乡辖区被划
分为27个全科网格，每个网格服务
团队由1名网格长和4名网格员构
成，网格员即为各自片区的首席代
办员，网格长为协调员。这支由135

人组成的“山区便民服务队”，形成
了覆盖全乡上下的代办服务网络。

网格长、网格员在开展走访、
巡查过程中统一携带代办工作包，
遇到可代办事项，即变身“代办
员”，代办乡镇一级可以办理的民
政、残联、计生、社保登记、退休认
证等便民业务。如遇到无法办理的
事项，立即通过“E 宁波”终端上
报，由乡综合信息指挥室统一协调
派发任务到“四个平台”，并要求

“四个平台”通知下村（社区）进行
处置，乡综合信息指挥室实时动态
督查，确保“四个平台”有效联动。
龙观乡还建立了代办员学习培训
制度和帮扶激励机制，不断提升代
办员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意识。

据统计，首席代办员制度启动
以来，龙观乡“便民服务队”已累计
代办完成民生事项 3120 件，涉及
社保、计生、民政救助、残联帮扶、
医疗下村、送戏下村等与群众相关
的方方面面，群众满意率达100%。

跑好山区服务“最后一公里”

龙观乡探索建立首席代办员制度

楼梯
升降椅

本报讯 （记 者 林海） 16 日
晚，在首届世界女排联赛第一站
——宁波北仑站第二个比赛日的比
赛中，中国女排迎战同样首日获胜
的比利时女排，三局比分分别为
25:14、25:20、25:13。

此役，中国女排在比分一直领
先的情况下，大胆锻炼新人，14 名
队员先后上场。“这场比赛我们的
目的就是以赛代练，队员轮番上
场，在比赛中得到了锻炼。”中国
队主教练郎平在赛后表示。

今晚，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比
赛的最后一个对手——韩国队，如
果获胜，她们将获得冠军。

又讯（记者林海）16 日，“开放
杯”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沿海开
放城市排球邀请赛在北仑举行，来
自上海、天津、青岛、宁波、湛江等
11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女子排球队
参赛。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李全强，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
局长徐利，前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
等人应邀出席。开幕式上，宁波市体
育局和北仑区政府的负责人给徐利
和陈忠和送上了感谢信，感谢他们对
宁波北仑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中国女排3:0
胜比利时女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