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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南商教育基金”
奖教奖学大会昨日召开，
嘉奖约 2800 人

发扬崇文重教传统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如约而至的 2019 年“南商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大会上，1030 名优秀教师、1565 名优秀学生、8 个优秀团队和 119 个有为家庭，接过了带着南海各界汗水和心
血的荣誉。这已是南海第四年举办南商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大会。
2016 年，南海区委区政府推动成立了南商教育发展促进会，设立了南商教育基金，用于表彰优秀个人和团体。在政府、校企乃至社会各界的共同浇灌下，公益
的种子落地、扎根，逐渐长成南海教育长青之树。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们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教育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使教育领域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着力推动南海教育事业高
质量发展。
”南海区委副书记、区长顾耀辉表示。

现场直击

嘉奖优秀学子背后的
“功臣”
激励教育人才再攀高峰
凤凰花开的夏天，高考高分
考生陈悦心迎来了丰收的季节。
确定被北京大学法学系录取的她，
在本次大会上获得了
“高考成绩优
秀奖”
的荣誉。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她深情
地说：
“我在南海这片土地成长，
它
养育了我、教育了我，我生长在此
的十八年，
也是南海蓬勃发展的十
八年。希望我的同龄人都能奋发
图强，
为南海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
献。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
正如陈悦心所言，南海的蓬
勃发展，
带动了投身教育的各界人
士共同成长。南海不会忘记每一
位曾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人。
在昨日的大会上，
“ 教学能
手”
“管理能手”
“师德标兵”
“学校
健康安全卫士”
“卓越贡献奖（团
队）”
“ 突出贡献奖（团队）”以及
新设立的“最美思政课教师”等
不同领域、不同类别奖项颁发，

共 计 约 2800 人 获 奖 。 在 这 里 ，
不管是精于科研的老师、用爱鼓
励孩子的家长还是默默奉献的
学校后勤人员，都得到了应有的
尊重和嘉奖。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的有为教
科研与创新团队，以《中职学校物
流和电商专业“一体三维 协同发
展”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
项 目 ，获 得“ 突 出 贡 献 奖 （团
队）”
。该校校长严少青认为，
这一
奖励将激励团队在人才培养专业
建设方面进行更深刻的探索，
并辐
射带动其他专业发展。
黄岐中心小学学生周昱的家
庭获
“有为家庭奖”
，
周昱的妈妈赖
杉杉说：
“能跟这么多学霸同台领
奖，
真的很荣幸，
在家庭教育方面，
我们觉得要教育好孩子，
父母的言
行很重要，
正能量的传输也是很重
要的。家长要树立好榜样，
不断鼓
励孩子。
”

记者观察

“三把火”助南海教育
从品质迈向品牌

企业反响

南商大手笔扶持教育
为南海经济发展储备人才
这次表彰所用的奖金全部来
自南商教育基金，覆盖面之广、嘉
奖人数之多在省内罕见。
2016 年，在南海区委区政府
的推动下，由南海区工商联（总商
会）发起并牵头，联合南海区教育
部门、
各镇街总商会、
行业协会、
会
员企业等建立了南商教育发展促
进会。该促进会下设南商教育基
金，接受以企业家为主的社会捐
赠，
专门用于褒奖教育战线上优秀
的教师、学生和“有为”家庭，并帮
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南商教育发展促进会成立至
今，
南商群策群力、
勇于担当，
捐钱
又“献智”：时代中国捐助了 3000
万元、红云置业捐助了 500 万元、
高力集团捐助了 200 万元……这
些慷慨捐助让南商教育基金认捐
金额累计已超 9200 万元，累计嘉
奖了 1 万多名优秀师生和近 500
个优秀家庭、
团体。
到今年，蒙娜丽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南商教育基金的累计
捐资已达到 150 万元。如此大手
笔扶持南海教育事业，
该公司总裁
萧礼标有着自己的考量。近几年
来，
他发现，
周边地区来南海工作、

■颁奖代表与获奖学生及家长合影。

支持南海经济建设的人才越来越
多。
“支持南海教育，
就是为我们企
业发展储备人才。
”
萧礼标说。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区政协副
主席、工商联（总商会）主席关润
淡的认同。他说：
“很多从南海毕
业的优秀学子对本地企业的认识
还不够，这样的助学活动，也是想
让更多学生了解南海的企业。其
实他们发展的路就在脚下，就在
南海。
”
企业家反哺教育，教育又会
帮助企业留住更多人才。
“随着时代发展，知识和人才
的重要性愈发突出，
教育的地位和
作用就愈发凸显。南海教育事业
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的投入支
持，也需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和
智慧，特别是企业家的支持。”区
委统战部副部长、区工商联党组
书记何敏仪表示，今后将依托南
商教育发展促进会平台，进一步
引导和鼓励南海企业家致富思
源、勇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通
过加强校企联动等形式，充分调
动企业家支持教育工作的积极
性，为推动南海区实现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区镇合力

每年四分之一财政投入
助南海教育从品质迈向品牌
四年来，举行南商教育基金
47.5 亿元，比 2017 年增加 3.35 亿
奖教奖学大会已成为常态，
至今已
元，
增幅 7.6%。这样的数据，
每年
超过 10000 名优秀师生和 500 多
都在增长。
个优秀家庭获得奖励。他们表示，
2018 年，
《佛山市南海区十大
前所未有地感受到社会如此关注
品牌教育创新行动计划》出台，一
教育、
如此重视教育。
年来，不断推出创新举措，加快南
奖教奖学大会，只是区镇两
海教育品牌打造，
包括制定区直高
级政府、
社会各界合力办好教育的
中教育装备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
一个缩影。从四大书院云集西樵
划、成立南海区家庭教育促进会、
山，到松塘村翰林进士科名显赫； 全面提升学校党建水平、
建设高素
从 17 名两院院士根系南海，到石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全面提
门中学蜚声岭南，
南海教育始终勇
升中小学生
“阅读素养”
、
争创全国
立潮头，
“教育强区”
的品牌远近闻 “未来学校实验区”
、推进“智慧校
名，呈现出上下同心、生机勃勃的
园”
建设等。
教育生态。
品牌教育，引领未来。当前，
在南海，有幼儿园 377 所、中
南海区正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小学校 212 所，共 589 所学校（幼
重振南海虎威，
再造高质量发展新
儿园）。每年，南海有四分之一的
南海。南海教育将跟随高质量发
政府财政支出投入教育。2018
展的时代步伐，秉承崇文重教传
年，
南海的教育财政资金总投入约
统，
从品质迈向品牌。

教 育 是 国 之 大 计 、党 之 大
计。教育对南海的今天以及南海
的未来，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教育发展不仅关系到南海的千家
万户，更关系到南海高质量发展
新局面的形成。
昨日，一场南海教育界的盛
会——南海区教育大会暨“南商
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大会如期举
行，1030 名优秀教师、1565 名优
秀学生、8 个优秀团队和 119 个有
为家庭获得奖励。
近年来，南海教育的成绩有
目共睹。南海的 高 考 成 绩 近 年
来持续全省领先，连续 7 年刷新
纪 录 ，2019 年 高 考 南 海 有 5491
人上高分优先投档线，比去年大
幅增加 826 人，上线率高达 32%，
达到北京、上海的水平。优秀的
学子也吸引了全国各大名校的
瞩目，从 2016 年至 2019 年，南海
区近 100 名学生被清华大学、北
京大学、
香港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录取。
南海教育从品质到品牌的跨
越，
背后的动力在哪里？也许从崇
文重教的文化、
政府持续增加的投
入和南商积极助学的“三把火”中
可以找到答案。
作为岭南文化的发源地，崇
文重教的
“薪火”
在南海源远流长。
明代曾一度孕育了大儒云集
的灿烂理学文化，广东历代九名
“科举状元”，南海独占其三；近代
南海更是孕育了以康有为、詹天
佑、
黄飞鸿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
物；
在作为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技
术领域卓越代表的两院院士中，
南
海籍院士达17人。
南海传承优良文化因子，
“品

质教育、学在南海”品牌更加闪
亮，
四年来，
共有34位学生被清华
北大录取，
各项教育指标持续名列
全省县区前茅。可以说，
南海是佛
山教育发展的排头兵和探路者。
这样的成绩不仅来自教育的
薪火相传，
也离不开南海区党委政
府不断重视、
不断投入的
“热火”
。
这把“火”里承载的不仅是一
个千年古郡对崇文重教之风的传
承，更是一个制造业大区对“求才
若渴”
和
“重学兴教”
的态度。
未来，南海还要把学校建设
作为重点项目抓好抓实，
全力推进
石门中学、
南海中学等“普通高中
扩建提质工程”和“区直高中教育
装备提升工程”建设，确保在 2020
年前完成新建学校 19 所、扩建 42
所，
增加优质学位6万个。
当然对于教育的投入，光靠
政府还不够，
还需其他社会资源不
断增力，
补充新的能量。
南商教育基金就是从南商中
获得能量，
为南海教育的生生不息
添一把
“柴火”
。
自 2016 年南商教育基金设立
以 来 ，已 有 161 家 认 捐 企 业（个
人），累计募集金额超过 9200 万
元。南商教育基金设立的背后，
折
射的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如火
如荼的背景下，
南海企业家们对人
才的渴望、
对创新力和城市可持续
发展力的期待。
多年来，南商不忘初心，实现
经济社会与教育的良性互动，
让教
育为南海的企业发展培养、
吸引、
留住人才。而这些被南商教育基
金资助的高材生和技术能手人才
也寄托着南海高质量发展的现在
和未来。

■获奖教
师代表刘
伟发言。

■优秀学
生代表陈
悦心发言。

获奖者说
高考成绩优秀奖
石门中学学生 陈悦心：
学生的学习受到了政府、媒
体及社会各界的重视。用大会的
词来说，南海的教育氛围是“崇文
重教”的，从社会各界对教育重视
的氛围可以看出，学生的成长不
仅需要个人的不断努力和家庭支

持，其实社会氛围也很重要。如
果社会的氛围是向上的、
向善的、
重学的，那么每个人都会为教育
尽己所能，比如饭堂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为学生提供餐饮服务，
会提升学生的幸福感，让学生更
好地学习。

教学能手奖
石门中学老师 刘伟：
在南商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大
会上拿奖，我不是第一次，之前就
拿过优秀班主任的奖项，所以这
次获奖，总的来说还是保持了一
颗平常心。在日常工作中，我能

感受到区委区政府和优秀企业家
乃至全社会对我们的重视。好的
成绩跟老师的专业敬业、学生家
长的努力、社会的关注是分不开
的，只有多方面形成合力，才能让
教育的质量得到提升。

突出贡献奖（团队）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校长 严少青：
职业教育最核心的就是专业建
设，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升一定
要扣紧社会发展需要。这次奖教奖
学大会，
我校团队以《中职学校物流

和电商专业
“一体三维 协同发展”
人
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获得嘉
奖，
这将激励我们的团队在人才培
养专业建设方面进行更深刻的探
索，
并辐射带动其他专业发展。

有为学生奖
九江镇初级中学学生 沈清兰：
很荣幸获得这个奖项，
这个奖
项是对我参与头脑奥林匹克竞赛
的一种肯定，
感觉为此作出的努力
是值得的，
我会更有动力去参加竞

赛。这个奖项的意义在于鼓励了更
多学生不断提高自我、
挑战自我，
是
很有意义的奖励。对于未来，
我也
会在学习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努力
获得更多奖项。

有为家庭奖
■有为家庭奖获得者接受颁奖。
统筹/珠江时报记者 罗炽娴
文/珠江时报记者 罗炽娴 肖莎莎 实习生 梁蕴艺 通讯员 罗远仪
图/珠江时报记者 方智恒

黄岐中心小学学生周昱家长 赖杉杉：
很荣幸、很自豪可以和这么
多学霸同台接受这份荣誉，这对
我的孩子来说特别有鼓励意义，
可 以 让 他 们更加明确学习的方
向。作为父母，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
中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特别是在低

龄阶段、
小学阶段，
让他们在成长
路上不会这么迷茫。在遇到是非
直曲的时候，
父母可以一直在他们
身边做引导；在学习上，
他们也会
有更明确的方向，
特别是在性格、
价值观的培养上，能够让他们变
得更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