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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计划淬炼上善品质 十大工程擦亮教育品牌
里水以
“四全理念”
为指引，
实施十大教育改革工程，
从品质教育迈向品牌教育

“三年来，每所学校都找到了自己合适的发展方向，在内
涵发展和硬件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可谓齐头并
进，各有千秋。”今年是里水教育三年创新行动的总结年，在
近日召开的里水镇教育三年创新行动计划工作总结会上，里
水教育局局长周友乔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早在两年前，里水便以《南海区里水镇教育创新行动计
划（2016 年-2018 年）
》为指引，以发展优质均衡教育等教育
创新六大行动计划为目标，不断凸显“上善教育学在里水”的
品质。然而，品质教育只是里水教育阶段性目标，如何实现
从品质教育到品牌教育的跨越，是里水教育面临的新考验。
南海区区长顾耀辉曾表示，当前，南海正加快构建“两高
三新”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推进全球创客新都市建设，打造全
领域品牌南海。
“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教育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加快培育一批创新创业型人才，不断提升教育服务地
方发展的水平。要在‘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区’的基
础上，争当全省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标兵。
”
作为广佛同城的桥头堡，提升教育品质、擦亮教育品牌
不仅是里水镇品牌城市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重要构成部分，
更是里水承接南海建设全球创客新都市政策和人才辐射的
重要筹码之一。
今年是里水镇教育创新行动计划（2016 年-2018 年）的
收官之年，里水提出以“四全理念”为指引，实施十大教育改
革工作，大手笔投入，新建一批学校、扩建一批学校、打造一
批品牌学校，进一步擦亮“上善教育学在里水”品牌，实现里
水教育从品质迈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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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水创设的全市第一个智慧钢琴音乐教室。

■里水全市首创，
实现公办中小学外教课程全覆盖。

放大品牌效应 助力打造教育现代化示范区
“四全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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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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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
全链条
“家庭-社区-学校”
大格局

基础教育改革十大工程
●教育龙头建设工程
●上善教育楷模工程
●英语外教普及工程
●科技教育普及工程
●艺术教育普及工程
●体育教育普及工程
●课程课堂改革工程
●书香校园工程
●书香门第工程
●学位供给工程

近年来，在里水镇党委镇政府
的高度重视下，里水教育取得了长
足发展，教育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居市、
区前列，
特别是在教育均衡发
展方面，成为了佛山市乃至广东省
的典范。今年是《里水镇教育创新
行动计划》
（2016 年-2018 年）进入
中后期的关键时期，里水教育也迎
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
适应教育发展新形势新要求，
今
年，
南海提出《南海区品牌教育创新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以下
简称
“行动计划”
），
南海区教育局教
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禹飚表示，将
以打造行动计划的十大品牌为契
机，争当全省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先
行区、
全省加快教育现代化示范区、
建设南方教育高地的排头兵。
对里水而言，如何深化教育改

革，擦亮里水“上善教育学在里水”
品牌，助力南海争当全省教育体制
机制改革先行区、全省加快教育现
代化示范区、建设南方教育高地的
排头兵？未来，里水将以“四全理
念”
为导向，
逐步实施十大教育改革
工程，
推进全人素质教育，
打造南海
素质教育标杆，为南海争当全省推
进教育现代化标兵起到积极示范作
用。

打造南海素质教育新高地

“四全理念”
未来，里水将构建“全镇域、全
学段、全学子、全链条”的基础教育
改革框架，改革资源均面向全镇范
围内所有公办学校，面向所有一至
九年级的全体中小学生，全面深化
“全人素质教育”，以此推动里水教
育优质均衡纵深发展，全力打造南
海素质教育新高地。
以“四全理念”为前提，在去年
里水镇第一届上善教育节开幕式暨
教育楷模颁奖典礼上，里水启动教
育改革十大工程，围绕双语、体育、
艺术、科学四大核心素养发展领域
实施
“全人素质教育”
。
所谓
“全镇域”
，
就是全镇 14 家
公办学校，
教育资源均等化。过去，

人们认为中心小学的师资力量、学
校环境应该是最好的，而在全镇域
的概念下，
不应该有这种差异化。
所谓
“全学段”
，
就是整个教育改
革理念要始终贯穿于九年义务教育的
全过程，
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色教育，
实施
“全人素质教育”
。里水根据里水
公办学校学生不同学段，
推出不同的
特色教育，
比如普及传统国学教育、
体
育教育、
艺术教育以及科学教育。
所谓“全学子”，通俗来说就是
有教无类。所有的学生在素质教育
面前是不区分特长生和一般生的。
艺术、体育、科技、阅读等核心素养
的培养，
需要所有学生参与，
而不是
像过去那样，找优秀的特长生去专

门特训，并以此作为学校实力的展
现。素质教育要落实到每一个人，
要让里水所有的小孩子都能掌握到
基础教育的素养。
所谓全链条，即教育不仅是学
校、老师、学生的事情，还应该是全
社会事情。里水希望通过打造“家
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全链
条”
式的教育综合体，
让社会各界都
参与，
形成有效的大教育格局。
“我们不满足现在，
不满足常规
和南海区教育现有品牌，
要创造自己
的品牌，
创造南海素质教育的标杆。
”
里水镇教育局局长周友乔说，
在镇党
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
相信未来几年
里水教育将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

“十大工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文化强
镇，教育先行”。近年来，为助力南
海建设全球创客新都市，里水镇党
委政府对教育给予了极大重视，将
“优质教育”作为四大品牌建设之
一，
以民生头号工程来抓。
今年初，
《里水镇基础教育改革
十大工程工作方案》发布，
里水镇镇
长谭艳玲表示，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优质教育是城市的一张名片，里水
镇委、镇政府将继续发力，
打造优质
教育品牌。
为此，里水将把更多资源与精
力投入到全人素质教育发展领域，
启动为期五年的双语特色工程、体
艺科创提质工程、优质学位供给工
程等十大工程，
不断深化提升
“上善
教育学在里水”
的品质与内涵，
全力
打造南海素质教育的新高地，推动
教育现代化发展。
在这十大工程中，有教育龙头
建设工程，
在金沙洲片区以高起点、
高标准启动建设南海双语实验学
校，
该校占地面积 211 亩，
计划招收
4800 多名学生，
学校包括双语实验
学校和教育培训基地两大部分，目
标是打造佛山市标杆实验学校、广
佛同城教育新高地。
南海双语实验学校是一所真正
意义上的“实验”学校。前不久，教
育部领导到里水视察时，得知该校

将建设南海区教师发展中心，对此
寄予厚望，并将其定位为打造国内
一流、
面向国际的教育高地。
据了解，南海区教师发展中心
将通过分析教师发展现状，规划教
师专业成长路径，与高校及教育机
构合作运营教育培训项目，集聚优
质资源，
建设教师专业研训基地、教
育科学研究基地、教育成果推广基
地、学校品牌培育基地等，
搭建起立
体式教师专业发展平台，打造华南
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培训基地，
让其成为里水每一位教师学习专
业、
提升自我、
成就梦想的平台。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十大工
程第二项，
便是上善教育楷模工程，
提出做强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平台，
建立骨干教师、校长的成才体系与
嘉奖制度，争取在三年内五十人进
入区级名师行列，
五人以上进入省、
市级名师行列。
为了推进十大工程中的英语外
教普及工程，给里水学子创造良好
的 外 语 学 习 氛 围 ，今 年 ９ 月 起 至
2020 年底，里水全市首创，政府购
买第三方服务引进优质外教课程，
实现全镇 14 间公办中小学外教课
程全覆盖，
首期项目为期两年半，
政
府投入 1100 多万元，
引领教育走在
时代发展的前列。同声小学、展旗
学校、和顺中心、麻奢小学、金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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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协同推进原典英语实验项目。
为系统推进十大工程中的艺术
教育普及工程和体育教育普及工
程，里水镇在里水中心小学创设全
市第一个智慧钢琴音乐教室，让里
水全学子掌握一定乐理知识与音乐
素养；在保证传统项目继续发展的
基础上，
全面推动校园足球运动，
旗
峰小学、和顺中心小学成为全国青
少年足球特色学校，
省实南海学校、
恒大小学、绿欣小学、金溪小学成为
广东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当前，南海正加快建设全球创
客新都市，
顾耀辉曾表示，
要加快培
育一批创新创业型人才。创客要从
娃娃抓起，为此，在十大工程中，科
技教育普及工程赫然在列。里水提
出，
要打造创新教育平台，
实现创客
实验室全覆盖，实现“校校创客，人
人创新”
。开展STEM教育，
基于学
生兴趣，
以项目学习的方式，
培养跨
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和创新能力，创建佛山科技教育新
高地。
市民们备受关注的学位供给问
题，
也囊括在十大工程中。未来三年，
里水计划投入 2.8 亿元，
新增优质学
位 7000 个，
并持续推进
“新建一批、
改建一批、
扩建一批”
工程，
扩建里水
中心小学、
旗峰中学等学校，
继续扩大
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公办学位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