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
家
事
2020.10.10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陈
为
彬  

美
术
编
辑  

彭
珍

06

新
时
代
南
海
家
书

新闻
头条

广告热线 81212540 
发行热线 83872000

WWW.NANHAITODAY.COM

兴教必先强师。这是南海教育制胜

的重要法宝。

今年高考，南海继续领跑全省。4 人

成绩被屏蔽，全区普通文理类考生总分

进入全省前 100 名共 10 人，位列佛山第

一；6001 人上高优线、13000 多名学子

迈入大学殿堂；15 位考生被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录取，学生在各项大赛中斩获

多项殊荣，南海也成为全省唯一拥有两

所学校高优线上线人数突破千人的县区。

今年中考，南海继续霸屏全市。全市前

100 名学生成绩被屏蔽，南海独占 81 人。

南海教育事业能取得辉煌成就，除了

崇文重教的基因传承、党委政府的高度重

视，更为重要的是拥有一支肩上有责、心

中有爱、腹中有墨的教师队伍，他们用包

容担当的有为精神、传承创新的南狮精神、

科学务实的功夫精神、协作拼搏的龙舟精

神，为南海书写了“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答卷。

如今，“我的孩子在南海读书”不

仅成为了许多家长引以为豪的事情，也

成为了南海教育自信的城市名片。这一

切都源于“品质教育，学在南海”的教

育品牌影响力。南海已构建了“全面、

优质、均衡、开放”的教育大格局，教

育生态充满活力，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的

主要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整体水平达到了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

教育发展水平。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南海将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牢固树立抓教育就

是抓发展、抓未来、抓核心

竞争力的理念，推动南海教

育高质量发展。

地方的发展，基础在人

才，希望在教育，关键在教

师。近年来南海区在教育领

域取得的各项成绩，是全社

会崇文重教的结果。要提高

思想认识，坚持教育优先，

坚持以师为德、以德为范，

奋力开创南海教育发展的新

局面，为推动南海高质量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区委书记闫昊波：

区长顾耀辉：

全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5年增加优质学位近8万个

品质教育，学在南海。

9 月 10 日，南海区召开

2020 年全区教育大会暨“南商

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大会，向

全体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节

日的祝福，给书写“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答卷的优秀集体、

个人最高礼遇。

教育强则城市强，教育兴

则城市兴。近年来，南海用最

好的政策资源办人民满意的教

育，坚持走品牌教育创新之路，

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教育品

质全面提升，教育品牌不断涌

现，高考、中考连续多年领跑，

教育发展水平比肩北京、上海

等一线城市，成为广东教育的

一面旗帜。

文 / 珠江时报记者 蓝志中

品质教育 学在南海

2832 个优秀团队和个人获表彰

打造广东省教育现代化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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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南商教育基金”奖教奖

学大会上，市区领导、优秀企业家代表

等分别为获奖师生代表颁奖。这是 2016

年 8 月南商教育发展促进会和南商教育

基金成立以来，第五次进行奖教奖学颁

奖，累计嘉奖师生超 1.3 万名、嘉奖家

庭 600 多个，发放奖金近 4500 万元。

今年大会共表彰奖励 2832 名（个）优

秀师生、团队和家庭。

“在南海当老师，是一件非常幸福和

开心的事，因为大家都牵挂着你。”获奖

教师代表、石门中学教师张平感慨道。

“对我们南商来说，学子们的进步，

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南海的繁荣安定，

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南商教育发展促

进会荣誉会长、时代中国副总裁周四阳

表示，南商群体将一如既往、不遗余力

与政府、师生们携手，为推动南海教育

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如此高规格礼遇优秀教育工作者，

表彰优秀学生、优秀家庭，不仅体现南

商精神与尊师重教、崇文尚学精神的深

度交融，还激励着南海师生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书写出新的华章。

从品质迈向品牌，既是南海教育对

崇文重教传统的秉承，更是对新时代的

担当。作为铿锵前行在现代化国际化道

路上的开放城市，南海的教育必将随着

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旋律脉动，迎

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当日会上，南海区政府与华南师范大

学签订共建“广东省教育现代化示范区”

协议。南海区将围绕心理应用研究、考试

与评价、教师发展等重点领域开展教育改

革与发展重大课题研究，成立南海区教师

发展中心、南海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

新型技术研发中心、南海区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中心、南海区华南师

范大学中小学教师发展协同研究中心，推

进教育综合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

育现代化水平。

“南海把教育当成一个地区支柱产

业来抓，眼光超前，成效凸现。”佛山

市副市长许国充分肯定了南海区的教育

成绩，并寄语南海要建设好区级教师发

展中心，把各项工作做好做扎实，争取

在全省乃至全国起到示范作用，推动佛

山高质量发展。发展中心、南海区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 山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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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的教师有一个共识：

有为才有位，用业绩说话。他们以

“攻坚舍我其谁”的担当，擦亮了

南海名师队伍的本色。

包容担当的有为精神1

传承创新的南狮精神2

勤奋是成功的不二法宝，南海

教师树立了“问题到我为止”

的正确政绩观、价值观、科学观，

以科学态度、工匠精神、佛山

功夫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

科学务实的功夫精神3

协作拼搏的龙舟精神4

数读南海教育

教育投入

●2015 年以来，每年的财政

支出超过 25% 投向教育。

●2019年，财政投入再增3.9
亿元，达到 51.4 亿元。

新增学位

●近 5年，全区完成新建扩

建学校 82 所，增加优质学位

近 8 万个。

●今年增加公办（集体办）

幼儿园 41 所，共增加公办学位

1.7万个；增加普惠幼儿园21所，

共增加普惠学位 7700 个。

●今年全区计划完成新改建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9 所，已有

13 所学校投入使用，新学期新

增学位近 1.8 万个。

奖教奖学

●截至目前，南商教育基金

认捐金额累计超 9200 万元，

共有 161 位企业家参与认捐。

●5年来，南商教育基金累

计嘉奖师生超 1.3 万名、嘉奖

家庭 600 多个，发放奖金近

4500 万元。

●2020 年， 共 表 彰 奖 励

2832 名（个）优秀师生、团

队和家庭。其中，优秀教职工

1121 人，优秀学生 1593 人，优

秀团队 9 个，有为家庭 109 个。

名师队伍

●全区共有省名校长工作室

2 个、省名教师工作室 7 个和

省名班主任工作室 1 个。

●名师总量达 1420 名，其

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特支计划教育名师等高层

次教育人才共 50 名。

●2019 年广东教育教学成果

奖，一等奖全市 6 项，南海荣

获 4 项；二等奖全市 9 项，南

海荣获 4 项。

名校品牌

●全区 16 所普通高中有 10
所是国家级示范性高中。

●5 所公办中职学校中，有

1 所国家级示范性中职、2 所国

重、2 所省重。

5年增加优质学位近8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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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的教师有一个共识：

有为才有位，用业绩说话。他们以

“攻坚舍我其谁”的担当，擦亮了

南海名师队伍的本色。

包容担当的有为精神1

传承创新的南狮精神2 4

比肩京沪一线城市

南海教师的四种精神

南海是龙狮之乡，南狮从北

狮传承而来，但更注重创新。

南海教师以敢于创新的精

神，展开了“改革

从我做起”的

实际行动。

赛龙舟是南海传统

的民俗文化，南海教师正是用你

追我赶、永不服输、精诚团结、

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

不断推动南海教育连

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