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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6 丹灶教育

虽然学校教育教学的“主

战场”在课堂，但对于现代教

育发展而言，显然远远不够。

“因为学生在课堂上所习得的

知识，并不能全转化为生活、学

习的能力，还需要开展特色教

育来为学生成长插上‘梦想的

翅膀’。”李间欢表示，鼓励学生

社团遍地开花，是提高学生实

践能力、创新的“一纸良方”。

据介绍，丹灶镇中心小学

深挖本校资源，依托61个校本

课程开设61个特色学生社团，

为师生的课余生活提供多样

化选择。经过多年发展，学生

社团已成为了学生们展示才

艺、增长才干、磨炼意志、锻炼

能力的最佳舞台之一。

“‘文康武鸿’是学校主打

的社团特色，其中‘文康’指的

是通过每周开设一节书法课，

依托同心书法社，营造学生主

动学习、钻研书法的良好氛

围。书法尖子生会安排书法

老师手把手教导，传授丹灶有

名的‘康体’。”李间欢表示，

“武鸿”则是通过开展醒狮、武

术的特色社团，激发学生了

解、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同

时也能在参与社团活动中锻

炼身体，强健体魄。

多年来，在专职教师的带

领下，让学生接触学习机器

人、3D 打印科技等热门科

技。此外，还通过科技比赛、

科技体验活动等，鼓励小创客

们走出校门，参与区、市、省，

乃至国家级赛事并屡获佳绩，

将创新精神渗透进孩子们的

思维中。

“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实

际上是接受了一种特色教

育。这种特色教育体现在社

团活动的全过程中，比如学生

们在学习掌握一门兴趣或技

术的培训和实践过程中培养

了一技之长，提升了组织、协

调能力，这就是个人综合能力

发展集中体现。”李间欢说。

今年，学校还启动建设多

间功能室，为学生社团发展提

供“根据地”和硬件支撑，进一

步打造特色鲜明、文化出众的

精品校园。

办好一所学校，校长的办

学智慧是关键。作为首任校

长，魏克雄从语文名师到德育

名家，从倡导“知行知”教育到

倾情“翰林文化”育人。一路走

来，魏克雄那些充满智慧的教

育创意和实践故事熠熠生辉。

他介绍，“翰林文化”包含

三方面的内容：通过实施人才

奠基工程，培养人才储备之

所、国家栋梁之所；通过让学

生进行海量阅读，培养能读、

会写、有担当的人才；开展编

写工作，进行校本课程的开发

以及校本教材编写。

在此背景下，围绕“翰林

文化”，该校开设了翰墨飘香

课程、翰林担当课程、翰韵流

芳课程、翰苑琅琅课程四大特

色课程，分别对应传统文化、

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领袖气

质的培养目标。而四大课程

下又衍生出八大项目，其中双

语阅读、书画国学、社会实践、

经典诵读成为该校四大特色

项目。

书法课程和国画课程是

该校的重点特色项目之一，目

的是让学生接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通过书画提升审美能

力。目前，该校共设有三间国

画室和三间书法室。

另外，该校给学生建立阅

读计划，让学生阅读大量的经

典名著，既有国学经典，也包括

英语阅读，拓宽学生的视野。

除了拥有种类丰富特色

课程之外，南海翰林实验学校

还拥有经验丰富的教师、教育

团队。该校行政团队、教师团

队均由来自珠三角名校的中

青年骨干教师组成，教学、管

理经验丰富。与此同时，该校

设有4间名师工作室，邀请了

中小学名师入驻校园，指导教

研工作。这些名师涉及语文、

数学、体育、艺术等多个领域，

保障教学质量。

南海翰林实验学校
是什么让她创校第二年学生激增4倍多？

提到小升初，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过

辛酸泪。民办和公办到底要选哪一个？

小学初中要怎么衔接？很多家长都在操

心孩子的升学问题。

在南海翰林实验学校，家长对小升

初的种种担忧都被迎刃而解。从小学到

初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可以做好有效的

桥梁衔接，给孩子更完整的教育环境，孩

子可以更好地持续健康成长。今年8

月，南海翰林实验学校初中部迎来了

505名学子，他们将在这里轻松学习，快

速进步，做到薄弱生进步明显，好生变

优，优生更优。

南海翰林实验学校作为丹灶镇第

一所九年一贯制寄宿实验学校，学校校

园文化非常浓郁。围绕“翰林文化”，分

别建有翰墨楼、翰韵楼、翰苑楼、翰林楼

等主建筑。并根据“翰林文化”内涵打造

了“翰林八景”：墨池笔冢、笔开蒙启、下

笔有神、丹灶传说、书里乾坤、合纵连横、

闻鸡起舞、翰林人杰。

此外，学校硬件设施也是首屈一

指。学校设有400米标准塑胶跑道、现

代化饭堂、科技中心、恒温游泳馆、多功

能体育馆、会议厅、科学实验室、舞蹈中

心、微课教室、电视台、广播中心等，共有

100多个功能室。其中，学校还建有室

内体育馆，馆内设有篮球场和4个羽毛

球场，能同时容纳2000名观众。

伴随着丹灶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大

批高新企业和项目落户丹灶，吸引了众

多优秀人才到丹灶工作、创业、生活，南

海翰林实验学校不仅满足了丹灶高端人

才子女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还为丹灶

镇“有为教育”品牌的壮大注入新的活

力，必将打造成为佛山市乃至珠三角一

所九年一贯制精品实验名校。

位于丹灶镇的南海翰林实验学校，第一学期学生人

数369人、第二学期472人、第三学期1750人，短短的一

年时间，学生人数增长近5倍；很多学生单科成绩从刚入

学的20多分，增长到如今的80分以上，甚至是满分；家长

们从当初的持观望态度，到如今争着为孩子办理入学，其

中不乏来自三水、高明等周边市、区的学子。

说到底，是南海翰林实验学校的社会认可度高了，社

会美誉度高了，家长们从内心深处认可这所九年一贯制

寄宿实验学校！

走进校园，正对学校大门

的翰林人杰浮雕、一栋栋建筑

风格映衬出学校“翰林文化”

底色的教学楼引人入胜。令

人印象深刻的还有，翰林学子

们总是微笑着与来访者和老

师们凝视目光、打招呼或敬

礼，时不时会称呼来访者一声

“叔叔好”或者“阿姨好”，将自

信藏在“眼语”中，“行”之有效

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感恩天地，滋养万物。感恩国

家，培养护佑……”该校引导

学生们就餐前念读感恩词，

培养感恩之心。小事见细

心，南海翰林实验学校从吃

住“行”做起，秉承传统文化，

弘扬翰林精髓，培养知行合一

的翰林学子。

每个月一次自助餐大派

对，每周三、周五免费为学生

提供卡士奶，邀请家长参与食

堂卫生监管和参观餐饭烹饪

流程……翰林实验学校尤其

注重学生的饮食健康和安全。

学校宿舍也是家长们关

注的重点之一。宿舍床铺均

采用圆角设计，上铺设有高护

栏，尽可能保障学生的安全。

而宿舍配备根据不同的年级

有所不同，低年级的学生是6

个人一间宿舍，高年级则是8

个人一间宿舍，每间宿舍配有

两个淋浴头和两个洗手间。

宿舍还设有洗衣房，学生的衣

物可在洗衣房进行统一洗涤、

烘干。

学生除了要住得好，翰林

实验学校还注重孩子在宿舍

的言行举止和内务整理能力，

定期开展刷牙、洗衣比赛，培

养孩子的综合能力。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

翰林实验学校从细微入手，培

养孩子们成为知礼、懂礼、守

礼、行礼的谦谦君子。看着孩

子们每天的点滴进步，家长们

甚是欣慰。

从吃住“行”做起
培养知行合一的翰林学子

落实“强师工程”
围绕“翰林文化”打造特色课程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通讯员张红艳

为丹灶教育注入新活力
打造精品实验学校

丹灶镇中心小学
特色教育百花齐放 打造高质量名校

满园青草绿，不减旧时姿。走进丹灶镇中心小学，

扑面而来的是绿树成荫的教学环境，琅琅读书声不时从

教学楼里传出。近年来，丹灶镇中心小学坚持以“教育

同心，协力有为”的“同心教育”引领学校发展，以全面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不断擦亮“同心教育”特色品

牌，坚持特色教育百花齐放，培育出一批批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

今年春节，一场突如其

来的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

节奏，各大中小学严格执行防

疫措施，采用网络授课的方式，

“别样开学”迎来新学期。“如何

让家长们知悉线上教育方式，

配合教师教学工作？”2月底，丹

灶镇中心小学除了迅速组织科

组优秀教师落实线上教学任

务，还印发了《家校线上教育

协同管理指南》（以下简称为

《指南》），为学生在家迅速进入

学习状态注入强心剂。

“希望你们能好好利用

这段时间，积极思考，认真学

习，好好生活。”在《指南》的

开篇，丹灶镇中心小学校长

董铭洪为学生们送上一封

“特殊来信”，希望学生们在

特殊时期需做好个人防护，

积极配合老师完成学业，不

负最美韶华。

《指南》还附有线上学习

指引，分为学生篇、家长篇，为

学生在家学习、家长科学辅导

提供参考指引。同时，《指南》

还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指导

建议及室内锻炼方式，希望学

生在家期间也能合理安排学

习、锻炼时间，保持身心健

康。此外，学校还在期间召开

多次线上家长会，与学生家长

交流，了解学生学习状况，及

时调整教学任务。

结束完短暂的学期后，

步入9月，各大中小学重新迎

来开学季。“学校严格执行各

项防疫措施，为师生筑起坚

牢疫情防护网。”丹灶镇中心

小学副校长李间欢介绍，学

校要求学生每日分批次抵

校，完成洗手、测温等步骤才

能进校园。

同时，学生中午就餐也采

用分时段、分批次有序开展，

要求老师全程陪同，且做好饭

堂间隔工作，确保文明有序就

餐。“学校现在已将疫情防控

作为常态化工作开展，未来全

体教职工也将持续做好该项

工作，确保学生在安全卫生的

环境里学习、生活。”

除了特色教育百花齐放，丹灶镇中

心小学长期以来注重全面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和德育工作落到实处。在全面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方面，学校以抓备

课、抓课堂、抓反馈、抓备课组建设及推

行“推门听课”等多方面为抓手，抓好教

学常规管理，保证教学质量。此外，还

通过“名师引领”“师徒结对”等创新形

式，引导新教师迅速提升教学水平，强

调落实“40分钟高效课堂”，打造出一

支执行力强、教学能力硬的教师团队。

德育是小学教育工作的灵魂。从

有序排队、乘车安全教育、养成就餐文

明习惯等细节入手，学校倡导学生在日

常的学习、生活中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长期以来，丹灶镇中心小学倡导“小目

标，大德育”的方针，将德育工作开展落

实到师生日常的每个行为细节，真正做

到“润物细无声”。“德育是教育工作不

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能培养学生良好的

生活、行为习惯，也是保证教学质量重

要基础。”李间欢说。

“学生走进校门时是一张张‘白

纸’，我们希望通过6年的时间进行全

方面的系统教育，将他们培养成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少年。”李间欢表

示，希望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社区等

多方能形成合力，实现“教育同心，协力

有为”，为每一名学子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将学校打造成一所区域性高质量

名校。

教研德育“两手抓”
打造区域性高质量名校

文/珠江时报记者吴泳

通讯员张彩红

61个校本课程为学生插上梦想的翅膀

印发《指南》助学生在家线上学习

■南海翰林实验学校打造成为佛山市乃至珠三角一所九年一贯制精品实验名校。

■特色教育的百花齐放，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养分”。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