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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智慧教育生态链
培养走向世界的“大学士”

翰林实验学校

很多家长认为，孩子上寄

宿制学校，得要吃得好睡得好

学得好，所以学校宿舍也是家

长们关注的重点之一。翰林

实验学校的宿舍床铺均采用

圆角设计，上铺设有高护栏，

尽可能保障学生的安全。而

宿舍配备根据不同的年级有

所不同，低年级入住6人宿舍，

高年级则是8人宿舍，每个宿

舍配有两个淋浴头和两个洗

手间。宿舍还设有洗衣房，学

生的衣物可在洗衣房进行统

一洗涤、烘干。

翰林实验学校特别注重

学生的饮食健康和安全，主动

邀请家长参与食堂卫生监管

和参观餐饭烹饪流程。

在教学方面，除了拥有种

类丰富的特色课程外，翰林实

验学校还拥有经验丰富的教

师、教育团队。该校行政团

队、教师团队均由中青年骨干

教师组成，教学、管理经验丰

富。与此同时，该校设有多个

名师工作室，邀请中小学名师

入驻校园，指导教研工作。

叶影颜认为，孩子的成长

单靠学校的努力是不够的，学

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

育，是密切相连又相互独立的

有机统一体，三者共同构成了

孩子健康成长的教育生态

链。着力提升全体家长的家

教水平，是学校教育面临的重

大挑战。

上一学年，学校举办家长

开放日，共 4000 名家长参

与。叶影颜表示，下一学年，

学校将持续加大力度增强家

长的教育智慧，进一步提升家

庭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宣

传正确的教育思想，让家长正

确了解孩子生理、心理发展，

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并加强

与社区教育联动，让教育回归

生活，回归社会，打造横向型

的智慧教育生态链。

翰墨飘香的教学楼、现代化的设施、充满文化气息

的景观布置和设计，这些构成了南海区翰林实验学校

（简称“翰林实验学校”）独特的底色之一。不止外在，

翰林实验学校站在“十四五”规划的新起点上，在教育

理念上也独树一帜。

“新的教育发展理念、新的教学模式都在呼唤我

们加快改革创新。”翰林实验学校校长叶影颜表示，未

来学校的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思路和背景下提出的，特

别是要体现因材施教、素质教育、成长赋能、教学改革

等因素，通过应用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在学校形

态变革和创新层面，为打造智慧教育生态链探索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践路径。

创校两年学生激增7倍
为孩子设立人生规划图

南海翰林实验学校创办

于2019年9月，第一学期学

生人数369人、第二学期472

人、第三学期1850人、第四

学期将近2700人，短短两年

时间，学生人数激增7倍；很

多学生单科成绩从刚入学的

20多分，增长到如今的80分

以上，甚至是满分；家长们从

最初持观望态度，到如今争

着为孩子办理入学。

说到底，是翰林实验学

校的社会认可度高了，社会

美誉度高了，家长们从内心

深处认可这所九年一贯制寄

宿实验学校。

过去一年，翰林实验学

校硕果累累，在镇、区、市级各

类比赛中，初露锋芒；初中部

的教学成果实现开门红，在

丹灶镇遥遥领先。

在翰林实验学校，孩子

们学习上有困难，可以找老

师请教，有心理困惑和学习

压力，可以向老师倾诉。叶

影颜认为，一个好老师，一所

好学校，不仅要教授学生知

识，还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

展、未来发展，更要指导学生

善于发现自己，善于思考、规

划、引领自己的人生。

叶影颜有着丰富的教育

管理经历，历任大沥实验小学

创校董事副校长，石门实验小

学创校校长，石门实验学校校

长，石门中学副校长，南海艺

术高中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副校长等。她拥有小学、

初中、高中的教育教学管理经

验，熟悉6岁~18岁儿童青少

年成长及教育发展规律。叶

影颜认为，好的教育，必须要

让孩子不断认识自我，所以引

导学生分阶段做好人生发展

规划，对其一生发展显得尤

其重要。

打造品质教育，必须强化系统观念、整

体思维，有效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个性化

发展需求。新的学期，叶影颜正全力推进

一道“加减法”课题，高效落实“双减”工作。

减少书面作业，增加动手实践。学校

将减少文化课书面作业，增加动手类和动

脑研究性实践性作业，增加学生参加各类

文体活动的时间，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

玩，让学习更加灵动、更加有趣。

减少重复刷题，增加课外活动。指导

学校健全教学管理规程，优化教学方式，强

化高效课堂研究和质量监测，提高学生在

校学习效率和质量。让孩子学得扎实、高

效，提升孩子课外活动时间，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

减少课外补习，增加睡眠时间。避免

孩子在假期参加课外补习，导致睡眠时间

不足，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兴趣爱好等。

减轻家庭补习支出，增加家长教育智

慧。翰林实验学校致力帮助家庭减负，发

掘孩子自身特质，既守护孩子全面发展和

健康成长，同时为家长减轻负担，提升家长

教育智慧。

强化学生六项问题管理。严格管控教

师作业布置量、增加孩子睡眠时间和质量，

提升孩子的体质和心理素质，管控孩子对电

子产品的依赖，让孩子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

心，一生秉烛铸民魂。翰林实验学校坚守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用心做好工作，坚持

“五育并举”提升育人功能，突出孩子德与

智的考查重心，合理引导体美劳教育，致力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世界视野、科学思维、

健康身心、艺术气质和领导技能的一代新

人。实现为党育才、为国育人。

提升家长的教育智慧
打造智慧教育生态链

做好“加减法”创新举措
高效落实“双减”工作

■南海区翰林实验学校致力于让孩子健康成长、快乐学习。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通讯员张红艳

虽然学校教育教学的

“主战场”在课堂，但对于现

代教育发展而言，显然远远

不够。“因为学生在课堂上所

习得的知识，并不能全转化

为生活、学习的能力，还需要

开展特色教育来为学生成长

插上‘梦想的翅膀’。”李间欢

表示，鼓励学生社团遍地开

花，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

新的“一纸良方”。

据介绍，中心小学深挖

本校资源，依托61个校本课

程开设61个特色学生社团，

为师生的课余生活提供多

样化选择。经过多年发展，

学生社团已成为学生展示

才艺、增长才干、磨炼意志、

锻炼能力的最佳舞台之一。

据介绍“文康武鸿”是

学校主打的社团特色，“文

康”指的是通过每周开设一

节书法课，依托同心书法

社，营造学生主动学习、钻

研书法的良好氛围；“武鸿”

则是通过开展醒狮、武术的

特色社团，激发学生了解、

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同时

也能在参与社团活动中锻

炼身体，强健体魄。

才艺养性，博雅怡情，

特长益智。学校为学生们

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校内设有“同心”书法

社、跆拳道队、醒狮队、足

球队、文学社、朗诵小组、

声乐队、美术小组、舞蹈社

团等学生社团，每一名学

生都能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自由选择加入社团，积

极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以“同心教育”传承百年品质中心小学
历史悠久的学校很多，但传承百年的

小学甚少。1907年，丹灶镇中心小学（简

称“中心小学”）前身醒华学校始建，1952

年醒华学校与分校合并为丹灶中心小学，

建校至今已有114年。

中心小学这座百年小学，是丹灶的宝

贵财富，更寄托着教育的梦想。如今的中

心小学是一所占地130亩，拥有78个教

学班，3539名学生，202名教师的广东省

一级学校。

近年来，中心小学以“协力同心 日争

有为”的“同心教育”办学理念，引领学校

发展，并精心打造“文康武鸿”特色项目，

丰富学生们的校园生活，促使学生德智体

全面发展，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广东省一级学校

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全国优秀家长学校

广东省“书香岭南”全民读书活动“书香校园”

广东省诗歌教育示范学校

佛山市德育示范学校

佛山市安全文明校园

佛山市举重网点学校

佛山市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书法）

南海区篮球网点学校

南海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南海区课程改革先进单位

南海区教育综合改革项目试点学校

南海区教育科研基地

南海区的优秀集体

近年来，中心小学为推

动学校健康发展，围绕党建

引领工作总要求，将党建工

作融入学校发展，突出“党

建+”模式，结合学校实际，

逐步形成“党建+教学”“党

建+德育”“党建+师风”的模

式，不断深化各方面改革，提

升学校整体管理与教育教学

质量。

2021年，中心小学将家

校共育工作做细做实的同

时，联动家委会开展“重走红

色征程活动”，年级家委策划

召集，班级家委密切配合，通

过亲子游活动走进丹灶镇的

古村、康园、氢能展示中心，

感受丹灶的快速发展，并通

过亲子红色研学活动让孩子

们传承红色革命基因，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

学校党支部经过实践，

牢固树立了“党建引领一切”

的观念，全面落实“党建+”思

维，把党建工作和学校的其

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起

谋划、部署、检查，深入推进

学校工作的全面发展。

2021 年 8 月，第二十二

届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

践活动广东省小学组参赛名

单对外公布，中心小学学生

麦振鸿的人工智能作品《电

梯智能提示系统》位列其中，

成为丹灶唯一入选该活动的

人工智能作品。目前，麦振

鸿已根据人工智能智慧社区

为主题，重新制作出新作品

选送参加第二十二届全国学

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全

国总决赛。

中心小学创客社团成立

三年来，三进省赛、两进国

赛，成绩骄人。2019年创客

创意制造项目取得了省一等

奖、国家一等奖的荣誉；2020

年人工智能项目获得广东省

二等奖的荣誉；2021年创客

创意制作项目再次晋级广东

省赛，同时人工智能项目也

晋级广东省赛、首次晋级全

国赛等优异成绩。

中心小学信息科组教师

团队，不断创新思维，改进教

法，追随科技的脚步，让孩子

们在动手操作中体验信息技

术的发展，领略新科技，为丹

灶信息教育新模式探路。

■丹灶镇中心小学举办语文课外阅读展示课。

实践同心教育 让童心美丽绽放
百年砥砺耕耘栉风沐雨，

百年桃李芬芳春华秋实。如

今，中心小学的教学楼、教学设

备、设施不断完善，办学条件不

断提高。校园文化建设不断提

升，拥有良好的育人环境。

多年来，中心小学以“协力

同心、日争有为”的“同心教育”

引领学校发展。坚持办一所

“一心六园”精品校。中心小学

副校长李间欢介绍，“一心”是

指“同心教育”；“六园”是指建

设书香飘逸的知识园、翰墨润

泽的有为园、童趣盎然的缤纷

园、教学相长的共生园、心理

健康的晴朗园、同心育人的温

馨园。

在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方面，学校推行“磨课”和“同课

异构”的教研方式和打造“高效

课堂”，以抓备课、抓课堂、抓反

馈、抓备课组建设及推行“推门

听课”等多方面为抓手，抓好教

学常规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此外，还通过“名师引领”“师徒

结对”等创新形式，引导新教师

迅速提升教学水平，强调落实

“40分钟高效课堂”，打造出一

支执行力强、教学能力硬的教

师团队。

科技创新助推发展 信息技术教育硕果累累

发展同心文化 让童心诗意栖息

突出“党建+”模式 引领学校全面发展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通讯员张彩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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