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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赋能 教学更高效丹灶镇初级中学
“考生刘晓莹以总分 680 分进入南海区前 100

名！”“全校总分660分以上学生8人！”……今年中考，

丹灶镇初级中学（以下简称“丹灶中学”）收获累累硕

果，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近年来，丹灶中学坚持以

“有为教育”引领德育工作全局，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坚

持开展以“深度课堂”为主的教学改革，深入探索“有效

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建设学校信息平台，打造“有为数

字丹中”，用信息化改革为传统教学赋能，不断推动师

生全面发展。

今年中考，丹灶中学再

创佳绩，展现了“低进高出，

高进优出”的超强培育能

力。其中，刘晓莹以总分680

分进入南海区前100名，总

分660分以上8人；达到佛山

市卓越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

33人，达到南海中学指标录

取分数线48人，达到桂城中

学最低录取分数线104人。

今年，丹灶中学考生达

到各类高中录取分数线人数

实现大幅增长。其中，达到

国家示范性高中普通生最低

录取分数线累计251人，达

到区属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

人数累计365人。

如此喜人成绩，是对丹

灶中学长期以来积极打造

有为教研文化，构建有为特

色课堂最好的“回报”。近

年来，丹灶中学注重课堂教

学质量的提升，创新推出

“四步六要素”教学模式，引

导学生在课堂上做到“学”

与“练”相结合，成为课堂真

正的“主人”。

何为“四步六要素”教学

模式？其中“四步”为温故知

新、新课学习、课堂检测、布

置作业；“六要素”为自主学

习、合作探究、班级展示、师

生点评、巩固训练、课堂小

结。“希望通过‘四步六要素’

教学模式，实现由‘以教定

学’转向‘以学定教，以教导

学’，由‘被动学习’转向‘主

动学习’，由单向的知识传授

转向丰富快乐互动的教学形

式，由枯燥的课堂氛围转向

美好的情景创设等‘四个转

向’。”丹灶中学副校长冯其

珍介绍。

此外，丹灶中学通过加

强集体备课、同课异构和个

人反思，建立校本教研机制，

参与国家省市区级课题研

究，同时探索“三层六度”的

基本评价体系，即教师层面

（亲和度、整合度）、学生层面

（参与度、练习度）、师生互动

层面（自由度、拓展度），积极

加强教科研管理制度建设，

为师生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让学生做课堂小主人

近年来，丹灶中学积极

落实丹灶镇中小学“书香丹

灶”全阅读工程，以激发学生

阅读兴趣、培养学生阅读度

习惯和品格、提升学生阅读

素养为重点，开展系列化师

生共读、亲子共读 、阅读课程

进课堂等活动，进一步推动

“书香校园”“书香家庭”建

设，打造具有学校特色的阅

读素养培养品牌。

结合读书阅读方案，学校

要求每位教师结合教学工作实

际情况，制定个人读书计划。

此外，学校还组织各科组每学

期开展一次读书交流活动，每

学年开展全校性读书分享交流

活动，进一步营造浓郁的校园

阅读氛围。

针对学生，学校要求每位

学生每学期阅读语文教材规

定必读书和选读书共6本，同

时通过晨诵、午读以及每周三

下午的全校阅读课，让阅读成

为学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此

外，学校每年还结合“世界读

书日”举办“读书节”系列活

动，定期举办各类读书知识竞

赛、汉字听写大赛、成语大赛

等校内竞赛。

“希望引导教师、学生、家

长一起参与读书活动，推动学

习型学校、学习型班级、学习型

家庭建设。”冯其珍表示，学校

希望通过4年努力，争取两年

建成“阅读素养”培养达标学

校，三年建成“阅读素养”培养

特色学校，四年建成“阅读素

养”培养示范学校。

让“书香”飘满校园

■丹灶镇初级中学全力建设书香校园。图为朗诵比赛。

“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在每节课

短短40分钟里，最多只有几位学生能

与教师实现良性互动；而‘深度课堂’

则可以破解这个难题，让每一位学生

都能进行自我展示，成功‘打破’教室

空间。”据介绍，作为国家教材数字化

应用试点学校，丹灶中学结合南海区

深度课堂项目，全力推进教育管理模

式和教学行为方式进行“大变革”，建

设“有为数字丹中”。

何为“深度课堂”？以英语口语课

为例，布置口语训练作业，教师要求每

位学生录制口语训练视频并上传，教

师则在“云端”直接逐一查看并作出评

价，了解全班英语口语情况掌握情况。

“在以往的教学课堂上，学生如在

课后对于相关知识点仍不能清晰掌

握，只能再次请教老师或者同学，现在

学校通过每个科组针对各科重点难点

均录制了线上微课，方便学生课前预

习和课后复习，大大提高教学质量。”

冯其珍表示，学校还按照“培优辅差”

的教学思路，为每名学生制定“一生一

案”，既为成绩较好的学生“私人订制”

个性化提升课程，又为后进生“开小

灶”，加紧追赶的步伐。

接下来，丹灶中学将进一步深入

挖掘悦评越好管理系统、南海区名师云

课堂等数字化管理平台各项功能，继续

开发教师备课管理、教学资源管理、考

务管理等功能，利用微课资源不断满足

学生个性学习需求，同时利用“七天课

堂APP”，加强对学生考试数据的收集，

完善学生薄弱知识点开展针对性的辅

导和精准错题推送功能，进一步稳步推

进“有为数字丹中”建设。

打造“有为数字丹中”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 吴泳

通讯员黄顺仪

和而不同皆精彩 博雅致远更有为金沙中学
2021年中考，金沙中学捷报频传：高分层学生突显，

670分以上4人，660分以上10人。提前批上线人数创

新高：达到市提前批录取分数线249人，其中，达到石门

中学最低录取分数线25人；达到南海中学最低录取分数

线63人；达到桂城中学最低录取分数线142人，达到南

海一中最低录取分数线203人。国家级示范性公办高中

普通生上线人数322人；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体育

专业生双上区属重点线29人。各类学生达到区属国家

级示范性公办高中最低录取分数线的共351人(含指标

生），人数比率大幅度提高，创下金沙中学中考新辉煌。

优秀学子有什么高分秘籍？取得如此成绩的背后，学

校贯彻了怎样的办学思路？在老师儒雅的谈吐中、在学生

隽雅的言行里、在和雅的校园文化氛围内，就能找到答案。

为学生发展插上翅膀

文化的形成犹如铸剑，既

要有上好的精钢作为原材料，

又要有铸剑大师淬火、浇铸，

千锤百炼后方能铸成名剑。

在金沙中学校长何永升的眼

中，文化是学校的灵魂，鲜明

的校园文化能在办学思想、校

训及教师的价值追求中体现。

金沙中学“和雅文化”的

形成也经历了近十载的探

索。2012年，金沙中学借丹

灶教育革新之风，传承学校办

学传统和经验，吸取儒家传统

文化精华，提出了“和而不同，

博雅致远”的办学理念，实施

“和雅教育”，鼓励学生个性化

发展。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走入金沙中学校园，无

论是在学校的文化墙和文化

走廊上，还是平日课堂上师

生之间一问一答的场景，都

可以感受到学校里的文化氛

围。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向师

生宣讲、阐释和雅文化理

念。在教师队伍中，开展“感

动金中教师”“最美金中教

师”评选及表彰活动、“和雅

故事会”演讲活动；在学生

中，举办艺术节、读书节、科

技节、心育节等活动，以及开

展和雅文明班级、和雅学子

的评比和表彰活动。在学校

建设过程中，让全体师生形

成“在追求自我中精彩各异，

在欣赏他人中和谐有为”的

教育生活方式。

在金中，和雅文化的理念

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师生随

处可以学习，感受文化熏陶。

书香醇美、和谐雅致的校园氛

围，和而不同、博雅致远的校

园风尚，丰富了金中和雅文化

内涵。

多举措打造高素质队伍

和雅之立，求同存异，和

谐有为。让学生获得学习进

步的快乐，让教师享受事业成

功的喜悦，让学校成为师生健

康发展的家园，是金沙中学的

办学追求。

校长何永升在金沙中学

工作20年，他一直致力提倡

学校在重视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培养的同时，还应努力培养

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为

培养学生的目标寻找明确的

定位。

对于“和雅教育”，何永升

作出了这样的解读：培育“德

美人和、才高人雅”的丹灶学

子，打造“身正学高、德才兼

备”的教师队伍，让金沙中学

成为学生成长和教师实现职

业理想的沃土。

教师强不强，当看领头

羊。在何永升的带领下，金沙

中学也涌现出一批甘于奉献、

自觉自律的教师。一直以来，

金沙中学都把师资队伍质量

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坚

持以校本文化建设为抓手，以

专业成长为导向，多样评价机

制激励教师积极性，打造出一

支高素质的“和雅之师”。

学校定期开展师德师风

建设专题会、党纪政纪主题

学习会；重视对全体教师的

专业培养，以高效课堂创建

为契机，打造优势学科，培养

骨干教师。同时，开展拜师

结对活动，以老带新，帮助新

教师成长；组织班主任教师

外出学习交流，邀请佛山市

礼仪文化研究会会长陈百赞

到校开展专题讲座传授教师

礼仪；同时充分发挥叶美华

名班主任工作室的示范引领

作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

/ 隽雅学生 /
特色教育促学生个性化发展

近年来，金沙中学中考捷报连连。总体

情况呈高分层占比大、区属重点高中上线率

高的特点。学科竞赛屡创佳绩，学生学科素

养突出。八年级学生参加南海区2020年初

中潜能学生英语学科素养监测中，9人荣获

南海区一等奖，9人荣获南海区二等奖，实

现100%获奖；在南海区2021年九年级学

科核心素养大赛中，参赛的42人成绩均进

入全区前1500名，再次刷新历史纪录，金沙

中学也荣获团体奖。

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金沙中学还坚持

强化特色教育的创建工作，深入推广葫芦丝、

足球、武术、电子书包、科技创客。其中，科技

创客成绩突显：黄艳媚、李衍斌老师辅导学生

吴彬潮、杨家铭、谭皓瑜的创客作品，代表佛

山市参加第十二届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创客交流项目比赛，经过层层激烈

比拼已入围全国赛。金沙中学也是佛山市

唯一入围的学校。

除了完善“软件”，学校还注重“硬件”

的投入。金沙中学新教学楼投用后新增

30个崭新课室，为学校不断实现扩容提质

提供坚实保障。

在金沙中学，特色教育让孩子们乐在其

中。学校开展“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读

书节、心育节”五大校节活动，以“尊重、感

恩、欣赏、信任”四大主题构建学校四大德

育主题课程体系，让学生在参与中找到自己

的兴趣，在快乐的氛围中健康成长。

和而不同皆精彩，博雅致远更有为。学

校文化的打造是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金沙

中学秉承“和而不同，博雅致远”的办学理

念，坚持在共性发展中彰显个性品质，在创

新激励中增强内生动力，逐步形成极具金中

特色的“和雅教育”。

/ 和雅教育 /

/ 儒雅教师 /

■金沙中学举办经典文学作品诵读比赛。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通讯员黎爱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