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姓名：肖建兴
●学校：南海信息技术

学校
●从教感言：我很喜欢

当班主任，很享受和学生们
在一起的时光，这让我变得
年轻。

●主要荣誉：曾获南海
区优秀班主任、南海区优秀
教师等称号。多次指导学生
参加英语技能竞赛，获得佛
山市一等奖和广东省一、二
等奖以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英语技能大赛一等奖的
成绩。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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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开学季，南海信息
技术学校教师肖建兴作为班主
任，每天忙得像陀螺一样，但他仍
然乐在其中，这是因为，他爱在其
中。

他让学生感动得哭了
“最不像老师的老师”。这是

肖建兴的自我评价。说自己不像
老师，是因为他不会在学生面前

“摆架子”，学生都直呼他的英文
名“Stone”，“我很享受和学生们
在一起的时光，这让我觉得自己
变得年轻。”

说自己不像老师，更是因为
肖建兴会在带班中与学生共同成
长，“我会不断地学习，用心塑造
和谐的师生关系。”

2004年秋，初任班主任的肖
建兴带了一个女生班，刚开学1
个月，就遭遇职业最大危机：来自
学生的抵触情绪。他表示，该班
不少女生都是运动健将，但在他
组织学生参加10月的校运会报
名时，无人响应。

肖建兴非常纳闷，最终还是
班长道出了缘由。原来，班内部
分女生认为肖建兴在座位、宿舍
分配方面存在不公，便以拒绝报
名的形式“反抗”他。

“我很爱我的学生，但学生感
受不到，为了消除隔阂，我连夜写
了5000字的《全体同学书》，发给
所有人。”肖建兴说，不少女生收
到信后当场哭了，从这封书信中，
她们才知道，有高个子坐在前面，
是因为近视；成绩稍差的学生坐
在班干部旁，是为了结对互帮互
学……

集赞活动鼓励学生学习
从教16年，肖建兴有15年都

主动担任班主任，一路走来，也形
成了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带班
方法，“我带班讲究刚柔并济，该
刚则刚,该柔就柔。”

如今，无论是女生班还是男
生班，或是男女混合的班级，肖建
兴都能游刃有余地做好班主任这
一角色：女生心思相对细腻敏感，

处事要公平明了；男生多一股
“劲”，可以通过掰手腕、仰卧起坐
等力量型比赛拉近距离。

刚柔并济还体现在树立学生
的底线意识。以令不少教师头疼
的玩手机问题为例，肖建兴不会
禁止学生玩手机，而是明确奖惩
界限，让学生玩得有“度”：给学生
3次机会，如果触碰底线，就会按
照学校规定没收处理。

“为了鼓励学生学习，我也会
开展集赞活动，学生完成相应的
学习任务后就能集赞，集齐一定
数量后，就允许学生在规定时间、
地点内正常使用手机。”肖建兴
说，曾有一位学生为获得玩手机
的时间，认真投入学习，成绩也有
所提高。

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活
动，肖建兴所带的班级班风稳定，
学风优良，多次被评为星级班标
兵和优秀团支部等称号，特别是
所带的新西兰班的同学们都找到
奋斗目标，顺利出国求学。

文/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区财政局开展
财务人员培训班

珠江时报讯（见习记者/黄海绵）昨
日，2019年南海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
人员培训班举行，来自区直行政事业单
位的财务人员共164名参加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由南海区财政局主办，
旨在高质量完成省委第二巡视组及区
委巡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工作，
进一步增强单位对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的理解和执行力度、强化内控制度建
设，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南海区财政局副局长陈胜安表
示，开展培训班的目的是将区委巡察
组在巡察过程中发现的共性或突出的
财务问题进行通报，对存在的问题举一
反三，进行检讨分析，查找出现问题的
原因；完善相关的制度、堵塞漏洞。他
指出，各行政单位应该对巡察中出现的
财务问题迅速整改，树立政治意识，提
高政治站位；财务人员需要履行职责、
严格执行专业的财务管理制度，并进一
步加强学习和培训，提升自身素质。

培训中，区委巡察办副主任冯炼
对巡察过程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突出
问题进行通报，并说明了相关的巡察
情况。南海区财政局工作人员还根据
巡察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区行政
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汇编一书中的重点
财务制度进行重温、讲解，避免财务人
员重复相同的错误。

随后，由各单位汇报本单位财务
管理工作情况，并让各单位财务人员
互相交流、取经、取长补短。参加培训
的区直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纷纷表
示这次培训“干货”满满，收获很多。

据悉，今年南海区财政局已多次
举行财务人员培训班，这次培训班是
第二次举办针对区直行政事业单位财
务人员的培训活动。同时，近年来南
海区财政局还通过不断举办财务大讲
堂、学习论坛、会计沙龙等活动，加强
对区直行政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培训
教育，提升他们的整体业务水平。

爱在其中
才能乐在其中

肖建兴带班15年，与学生共同成长

■肖建兴与学生互动。（受访者供图）

珠江时报讯（记者/柯凌娜通
讯员/冼韵莹）近日，南海区第十
届公共交通行业“星级驾驶员”评
选结果出炉，486名公共交通驾驶
员脱颖而出，获评“星级驾驶员”
称号。其中，7人获评“五星级驾
驶员”称号。

目前，南海区公共交通线路
已逾 200 条，公交车辆近 2300
辆，公交日均客流量超过70万人
次，出租车1237辆。日益发达的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对公共交通驾

驶员的业务素养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此，南海区自2010年起举
行“星级驾驶员”评选活动，至今
已连续举办10届，累计评选出

“星级驾驶员”4154名。
星级驾驶员划分为一至五星

级，每一星级代表不同的综合服
务水平，五星级为最高星级。每
年评选出的各级“星级驾驶员”不
超过本年度符合申报要求驾驶员
总人数的10%。

结合日常对驾驶员服务质量

监督情况及相关部门出具的事
故、交通违章情况，通过企业推
荐、交通部门审核、公众投票、候
选人公示等程序，本次共评选出
星级驾驶员486名（公交车驾驶
员389名，出租车驾驶员97名），
其中五星级驾驶员7名、四星级驾
驶员22名、三星级驾驶员44名、
二星级驾驶员121名、一星级驾
驶员292名。

爱心送考、拾金不昧、见义勇
为、帮走失儿童寻亲、春运爱心义

剪、免费接送孤寡老人……公共
交通是城市文明的窗口，多年来，
这些戴着星级驾驶员徽章开车奔
走在南海各个角落的司机，为市
民提供优质服务、接受市民监督
的同时，也在社会传递着正能量。

“让乘客坐得安心，每天把乘
客安全送到目的地是我们最开心
的事情。”佛山市南海佛广公共汽
车有限公司驾驶员黎志南凭借过
硬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从业13
年来实现了零责任交通事故、零

交通违章行为、零服务质量投诉，
连续5年获得“五星级驾驶员”称
号。

“星级驾驶员评选已成为南
海公共交通行业的一项重要活
动。”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评选，在公交行业弘扬工
匠精神，促进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质量不断提升，进一步增强公共
交通的软实力，助力公交都市创
建，为佛山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
区发挥积极作用。

南海区第十届公共交通行业“星级驾驶员”评选结果出炉

486名驾驶员获评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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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惠萍
●学校：丹灶中学
●从教感言：教育无痕
●主要荣誉：2009 年至

2019年连续四届被聘为南海
区骨干班主任；2008 年班会
课获全国一等奖；优质课获
全国一等奖；2014 年被评为
南海区优秀教师；2015年9月
荣获丹灶中学德育工作突出
贡献奖；2016年被评为佛山市
优秀班主任；2018-2019学年
南海区教育系统十佳教师。

用视频记录初三时光、用蓝丝
带寓意引导学生自我认同、用身边
人的事迹开展班会课……丹灶中学
数学老师张惠萍从教十多年来，注
重观察学生的言行和情绪微变化，
并将其融入到日常教学中，无痕之
中给予学生关注、嘉许、陪伴和爱。

一条“蓝丝带”牵系学生情
在张惠萍看来，不应一味地将

分数摆在首位。如何将更好的方
法、更多的育人之道融入到日常教
学之中？是她重点关注和思考的
问题。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之中，张
惠萍通过一节节精彩而又特别的
班会课，成为知晓学生心事、谆谆
教导、爱生如子的优秀教师。

把时针拨回到2008年，张惠
萍第一次带初三毕业班时发现，该
班学生整体自信心不足。为此，张
惠萍思索着通过一个有特殊寓意
的物件，给予学生嘉许、勇气和信
心，告诉他们：你很重要。

张惠萍想起曾在书中读过一
个故事，一名中学教师曾以作业形
式发起一项小规模的“蓝丝带赞美
行动”。自此，蓝丝带被注入表达
感恩、鼓励、关怀和爱等含义。

也许是因为“蓝丝带”得来不
易，或被张惠萍的用心打动，该毕
业班学生安心定志，渐入佳境。她
逐渐感悟到，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
系与其说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
不如说是互相学习的关系。

张惠萍所开展的班会课，还有
很多有意义的主题。在一次毕业
班的班会课上，学生们看着记录本
班学习情况的微视频《在路上》潸
然泪下。原来，在前期定主题时，
张惠萍通过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
班级的印象和期待。出乎意料的
是，48份问卷里，出现团结字眼的
有47份。因此，张惠萍将该堂班会
课的主题定为“团结”。她选取了
十多名学生代表拿着相机“自拍”，
记录自己在校生活的点滴。后期
的审稿、剪片等工作，则由张惠萍
一边自学一边完成。她还根据不
同班级特点，进行班会课主题定
调，先后完成拍摄《一路绽放》《有
备而来》等微视频。

一幅“自画像”温暖教师心
张惠萍还擅长“细节教育”。如

何与“抬杠”型学生好好相处？张惠
萍擅长通过观察和记录细节，重视

学生的感受，以此来疏导他的情绪。
初次接触学生小伟（化名），他

经常不听劝告，在课上睡觉。在一
个多月的相处中，张惠萍发现小伟
身上的很多优点后，她乐于与小伟
以及他的妈妈细说这些优点。“小
伟很有礼貌，有一次借用班机打电
话，还给我后，转身离开了一段距
离后，又折回来专门对我说谢谢
……”在张惠萍的赞美之中，全是
源于她所观察到的细节。

而对于小伟常常趴在桌上睡
觉，屡不改正的问题。张惠萍决定迎
难而上，向小伟袒露心声。在彼此的
直言中，误会和芥蒂消除了。发现老
师一直关注着自己后，小伟上课变得
专注，家长看到他的进步感到欣喜。

与学生良性交流的例子比比皆
是，张惠萍用自己对教育的挚爱，
对学生的真情，对教学的探索，诠
释了教师要教书更要育人的命
题。其中，还有很多学生给予张惠
萍感动和温暖的故事。令她印象
深刻的一个礼物是，毕业后的学生
送来的自画像。在画里，平刘海披
肩长发的张惠萍穿着裙子，手捧鲜
花脸带笑意……

文/图特约通讯员肖越群

践行“鼓励教育”
要教书更要育人

张惠萍注重观察学生的言行和情绪，无痕中给予学生关注和爱

■张惠萍在上课。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春妹 通
讯员/唐文辉）第一至第五套人
民币、具有时代特征的珍贵人
民币、连体钞、金银币、纪念币
……“金融辅国计 纸钞映中华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钱币珍品展暨南海区防范涉众
型金融风险特展”（以下简称

“钱币特展”）正在位于千灯湖
的广东大观博物馆展出，将持
续至10月25日，免费向市民开
放。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本次
钱币特展打造了极具空间感的
金融知识长廊，将第一至第五套

人民币穿插展示于其中，并展出
具有时代特征的珍贵人民币、连
体钞、金银币、纪念币等珍品，包
括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四九年伍
仟圆、中国人民银行一九五零年
伍万圆、第四套人民币连体钞、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
年纪念钞50元、迎接新世纪纪
念钞100元等，从而展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以来人民币发展的
光辉历程，弘扬货币文化。

同时，金融知识长廊还以图
文方式展示了金融理财知识、套
路贷和校园贷的特点与危害、非
法集资的表现形式、全国及佛山

本地典型非法集资事件以及佛
山市防范非法集资总体工作情
况。值得注意的是，钱币特展开
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其中白天
区域的开放时间为9：30~18：00
（17:00后停止入馆），夜场区域
开放时间为18：30~21：00，另外
团体参观需提前预约。

目前，南海区金融风险总体
可控。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重回
低位，传统持牌金融机构、类金
融机构杠杆率均控制在监管要
求的范围内，没有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事件。但部分金融风险
隐患也在逐渐暴露，违法违规案

件数量有所增加，主要表现在受
到外地全国性非法集资案件和
P2P问题平台“爆雷”的波及影
响，部分群众蒙受损失。

为切实提高市民群众的金
融风险防范意识，引导广大市民
理性投资，培养健康的投融资理
念，广东金融高新区、区处非办
特联合广东大观博物馆、佛山市
岭南金融博物馆举办钱币特展。

南海区金融办介绍，一直以
来，南海区高度重视并着力做好
防范金融风险宣传工作，坚持

“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原
则，举办多场大型户外宣传活

动，旨在通过广泛、持续宣传提
高人民群众防范风险意识和辨
识能力，在全区形成防范金融风
险的浓厚氛围。

据悉，近期区防范处置金融
风险和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将走进群众，开展各种
形式普法宣传活动，提升宣传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达到对社会大
众进行金融与法治启蒙教育、对
企业进行安全合规融资知识普
及的效果。同时，各部门将加大
对互联网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排
查整治力度，及早防范化解风
险。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钱币珍品展暨南海区防范涉众型金融风险特展持续至10月25日

观钱币特展 学金融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