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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D07 丹灶教育丹灶教育

2018年，金沙小学在丹灶镇教育局的

正确指导下，创新教育教学新思路，以行

政教师团队做项目规划，与互联网公司相

互合作，独立开发出“悦评越好”小程序，

不断优化学校管理能力、教学水平，推动

家校的互动交流。如今，该小程序已在全

镇推广使用，并收获广泛好评。

随着“悦评越好”小程序日趋成熟的今

天，其数据化的管理涵盖了身体素质、道德

行为、实践能力、学科学习、艺术水平、家长

评价等多个维度内容，让老师和家长都可

以清晰了解学生的个人发展情况。

“‘悦评越好’小程序研发伊始，预设每

个学生是优秀的概念，设定固定分值，再根

据学生在各个维度发展情况，进行评分，学

期末将会形成相应数据，便于教师和家长跟

踪了解学生发展情况。”何明星介绍，小程序

的投入使用也促使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成

长发育，从而达到家校共育的目标。

金沙小学以“自能教育”为主，“悦评

越好”小程序为辅，开展全面性教育教学

模式，通过小程序的指标波动，引导学生

提高自我学习意识，从而不断提升自我

综合素质，同时也解决了“家长不知道如

何教孩子”的困扰。

近年来，家长也陆续加入家校共育

的行列中，成立了“义路护航”金沙小学

家长义工团，共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相互沟通与合作的教育网络，

不断提升对孩子的关注度，让学生在家

校共育环境下健康成长。

有为小学地处丹灶大金智地，毗邻翰

林湖生态农业公园。大金智地片区作为丹

灶近年重点发展的片区，致力打造成为高

端产业聚集、服务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

的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也承担着丹灶镇

孵化育成体系的引擎作用，建成了优质的

孵化器、加速器。核心产业与创新创业融

合，让该片区成为人才的基站。

翰林湖是南海的生态明珠，曾获亚洲

都市景观奖，受到市民和游客的喜爱。而

翰林水道范围所覆盖的村居有着悠久的历

史文化，“翰林父子”“兄弟进士”，一段段佳

话流传。

丹灶明确提出，要将城西片区建成“仙

湖氢谷+有为水道”，大金片区建成“智能

安全产业园+翰林水道”的乡村振兴示范

片区，促进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均衡

布局。

有为小学的建设成为丹灶乡村振兴示

范片区的重要教育配套，也是丹灶筑巢引

凤，吸引高端人才落户，打造产城人融合发

展的其中一环，将满足周边群众和创客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

大金智地的创新力和翰林水道的生态

底色与有为小学的书卷气相融合，呈现出

制造文化与农耕文化交织、乡村振兴与城

市建设共进、田园风光与产业园区共生的

画卷。

欣慰之余，也有感慨，遥想当年，丹灶

镇委、镇政府超前决策，优先发展教育，新

建创办一流小学，从建设到起步、完善、发

展的全过程，创下了有为之乡教育发展的

“丹灶速度”。

丹灶镇金沙小学
“自能土壤”孕育全面发展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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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

人。”金沙小学围绕“自能教育”的办学理念制

定四年发展规划，结合长远性、可操作性的教

育教学模式，用开放发展的知识教育学生，让

教育成为充满生命力的活水，培养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有为学子。

精修教师知识素养 言传身教融入教学精修教师知识素养 言传身教融入教学

20多年发展中，金沙小

学深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

发展教育的永恒主题，同时

也是检验一所学校办学水平

的重要指标。在金沙小学校

长何明星的带领下，引导全

校教师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与

成长。该校制定了“青蓝行

动”，以师徒结对的学习模

式，结合教师代表大会、大科

组活动、年级备课组研讨会

为教师提供实用性的校本培

训、制定教师队伍建设的两

年目标、教师团队专业研修

等系列培育工作，促进全校

教师快速成长。

据悉，金沙小学教师团

队获得区镇各种基本功比赛

奖励120多项。在本届骨干

教师评选中，金沙小学共评

出区级名校长 1 人、名师 2

人、名班主任1人，镇级名师

5人、名班主任1人。

随着社会发展对学校教

育要求不断提升，金沙小学

对学校整体发展作出新思

考，为“自能教育”注入新元

素。在 2018 年高效课堂验

收的基础上，该校继续完善

了“一情四维五环”课堂教学

模式，进一步深化和推进高

效课堂的研究成果。2019

年，该校推行的教师校本培

训中，提出“正面管教”的专

题培训，引导每个教师习得

正面管教的方法，融合教师

个性演绎不同的教育教学风

格，深受学生喜爱，让师生关

系更加融洽，彰显着和谐高

雅的人文文化。

金沙小学以提高德育师

资队伍素质为目标，加强德

育副校长、德育主任、少先队

大队辅导员、级长、班主任的

岗位培训，不断提升德育教

师队伍专业发展的水平，让

教师成为引领学生自能发展

的引导者和合作者。

自能教育多元输入 培养学子多栖发展

金沙小学将“自能教育”

贯穿全校教育的始终，以“金

沙璀璨、自主能为”的自能教

育思想为指导，全面阐释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精

神内涵。该校在聚焦校园文

化底蕴、教学思路、人才培养

等方面，尊重学生的自我发

展，使每一个学生的素质得

到不断完善和提高。

“学校是学习的平台，教

师是学习的引路者，学生才

是真正的主角。”金沙小学校

长何明星表示，希望通过“自

能教育”的培养，让学生寻找

自我学习和自我成长的“金

钥匙”，开启自己幸福人生的

大门。

在文化学科上，金沙小

学教师贯彻正面管教的教学

方法，让学生不断掌握学习

技巧和方法，提升个人学习

水平。如何培养学生全面多

栖发展？金沙小学开展足

球、合唱、管乐、拉丁舞等56

个社团活动激发学生活力，

让学生们的兴趣爱好获得了

发展和展示，为学校自能教

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过去一年，金沙小学女

子足球队荣获佛山市足球比

赛第三名、金沙小学男子足

球队荣获丹灶镇足球比赛第

一名、金沙小学合唱队参加

南海区艺术展演获银奖等优

异成绩。

辅以互联网教育系统
家校共育助学子成材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麦瑞意

丹灶镇有为小学
扬有为教育之帆 走全面育人之路

荣获“中国移动‘和教育’第二十届全国中

小学电脑制作活动“和教育”专项作品奖、广东

省信息化中心学校、佛山市学校卫生管理A级

学校、佛山健康促进学校、第十六届南海区“詹

天佑”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奖项、南海区首批

中小学创客教育基地……一项项殊荣的背后，

是全校师生的努力。2020年，有为小学致力

于推进均衡发展，师资队伍进一步加强，立德

树人摆在重要位置，课堂教学改革有更大成

效，全校150多名教师每天带着责任，走好教

书育人之路。

激发学生思维 引发“创客风暴”

有为小学在2016年艰

辛筹建，2017年期盼起步，

2018年创新发展，2019年

踏浪前行，在2020年形成

了独有的办学特色。

在有为小学，课堂不

再是老师教学生的单向输

出，而是唤起学生的主体

意识，激起学习需要，让学

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在这里，老师充分尊重学

生个性，引导学生选择适

合自己的方式走向成功；

在这里，“弘有为精神，育

时代英才”展示了一种有

温度的教育……

去年，有为小学率先

配备7名科学教师，并将科

学课设置为主科科目，打

开学生新思维，引发“创客

风暴”，该校正大力开展鹰

眼机器人、魔方机器人、

VX机器人项目，并荣获多

项创客大奖。

有为小学副校长区瑞

鹏认为，培养创新学子要

从培养创新意识、思维、能

力等方面着手，有为小学

大力开展“创客风暴”，有

两点非常值得推广。一是

注重孩子学习与解决实际

问题相结合，二是实现了

在做中学，在学中做。

同时，有为小学 18门

品牌校本课程理念是“以文

化串联世界万物，因世界万

物串联课程”，由学校核心

经典、“六艺”特色课程、活

动课程、社团课程和环境课

程五大模块组成。其中，学

校核心经典课程是根本，为

学生成长打好生命的底色；

“新六艺”特色课程是核心；

活动课程是拓展和延伸；社

团课程是补充和选择；环境

课程是前提和基础。

促进教师成长 加速学校发展
改革创新天地广，奋发有

为正当时。有为小学作为一所

新小学，说它新，因其成立时

间短，2017年9月建成启用。

说它新，因其学生新，三年时

间招满58个班级，学生人数已

逾2600名，学生多数为新丹

灶人，来校时学习成绩参差不

齐。说它新，因其教师新，全

校150多名教师平均年龄不到

30岁。

有为小学坚持“强师立校，

名师兴校”的发展战略。建校

以后，为保证教学质量，校方建

立“新秀教师—骨干教师—名

师”的梯度培养机制，逐步形成

教师发展课程，帮助教师队伍

快速成长。

有为小学创新通过学校核

心经典、“新六艺”工作坊和“三

大成长工程”，培育教师“厚底

蕴”“乐探究”“广学识”“健身

心”“勇担当”“善实践”六大素

养，引领教师成长为励志的求

索者、博爱的奉献者、睿智的思

考者、积极的探究者、正向的导

航者、匠心的艺术者。

目前，该校校本课程大力

开发校本教材，美术、国画、版

画、陶艺、扎染等学科将拥有自

主开发的课本教材，充分体现

有为小学教学特色。

“让教职工深入学习办学

理念和自主创新，同时开展系

列新教师培训，包括师徒结对，

专题讲座、上示范课等，实现

“以老带新”的师徒结对帮扶形

式，促进教师间的互动交流，更

新他们的教育理念，解决他们

在教育教学中的困惑。”区瑞鹏

介绍，有为小学倾力打造优秀

教师的“孵化器”，有效发挥人

才集聚、团队提升、互促优化效

应，成为带动教师队伍发展的

“主引擎”。

吸纳人才落户
为示范片区赋能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通讯员劳锦兴

■金沙小学花样绳操。

■有为小学荣获多项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