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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能教育”为纲
指引学生全面发展金沙小学

二十余年春华秋实，金沙小学深耕“自能教育”办学

理念，不断注入教育资源，盘活教育特色，孕育出德才兼

备的莘莘学子，描绘出学生全面发展的壮美底色。

散发自能教育的正能量

和风细雨内化于心，一草

一木外美于形。金沙小学以

“智慧满怀 自主向上”为主题

营造学校文化气质，推行扁平

化管理模式，动员师生参与学

校日常管理工作，共同建设校

内环境，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

氛围。

走在金沙小学内，走廊、

课室、公共区域皆是整齐洁

净，校园面貌别具风采。这都

得益于学校推行的环境管理

“5S”标准，对课室、户外物品

进行规划安排，修理、种植一

批花草改善校园绿化，让校园

增添鲜活色彩。

“校内还增设了一处绿植

草坪，让学生在休闲之余可以

休憩、玩耍，亲近自然。”金沙

小学校长何明星介绍，学校打

造了“一景一天地、处处漾智

慧”的学校形象文化，让师生

感受到处处皆景、步步见智慧

的文化氛围。

金沙小学以“自能教育”

为主题，增设校园小公园，为

学生提供活动场地；建设劳动

体验基地、提升学校心理教育

的硬件设施，塑造优美的校园

环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文化审美。

优化后，校内每个走廊、公

共区等多个场地展示了壁画、

书法、学生范文等作品，浸润、

熏陶师生思想，让师生成为维

护校园的主人翁，建设良好的

师生形象文化，强调师生的礼

节教育标准，重视加强制度文

化建设，不断规范个人行为准

则，增强师生文化涵养。

今年来，推进阅读素养培养工作是金

沙小学教学工作的重头戏。学校从学生

活动、教师活动、家校联动三个角度全方位

对师生进行了阅读素养的培养。

学校开展了“悦”读系列活动，通过开展

低年级的故事比赛，中年级的英语课本剧比

赛，高年级的名著知识擂台赛以及全校性的

“诗海拾贝——古诗监测”活动，激发学生们

的阅读兴趣，从而营造全校书香氛围。

同时，学生以制作阅读手抄报、写读书

心得、制作读书卡、创意书签、撰写书法作

品等多种形式记录阅读过程，评选出的优

秀作品在校园内进行展示，并评选出“阅读

之星”“书香班级”“书香家庭”“最美书房”。

教师之间也开展了各类竞赛活动，以

科组为单位成立读书社团，自选两本书籍

进行阅读并撰写读书心得，并由科组选出

代表参加经典美文诵读比赛、英语老师绘

本故事比赛。

此外，学校还开展以阅读为主题的研

讨活动。语文科组蔡嘉欣老师的市级课

题《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快乐读书吧教学策

略研究》正式立项，全体语文老师在不断的

磨砺中，尝试开展“导读课”“推进课”“分享

课”，整理出行之有效的阅读方法。

4月份，学校部分老师参与丹灶镇整

本书阅读研讨活动，归纳了阅读课教案及

学生学习材料，更有15篇作品获得一等

奖。英语科组举办了绘本朗读活动，提高

科组老师的绘本朗读能力，有利于在课堂

教学中将研讨绘本阅读和其他学科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各个班级成立了“阳

光亲子读书会”，引导亲子家庭加入阅读行

列当中，形成良好的阅读风尚。在各方的

努力下，金沙小学获得丹灶镇的阅读素养

培养达标学校的殊荣。

自能德育

为学生学习成长赋能
金沙小学以“善”为教育根

基，创建知行合一的自能德育特

色，探索“金沙璀璨 自主能为”

的自能教育思想，实现由纸上德

育到实效育德的嬗变。

“自能教育”立足于“自”，着

眼于“能”。学校采用“5S”管理

模式规范师生日常行为，积极构

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

我激励”的“三自”机制，并形成

以学生自评、互评与教师评、家

长评相结合的评价制度，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逐步使学生

从“要我这样做”转变为“我应该

这样做”，让良好的行为习惯内

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

同时，学校还构建了国家

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位

一体的课程体系，以强化体育锻

炼，完善美育培养、劳动教育体

系等方面入手，不断提升学生综

合发展水平。近年来，学校在特

色课程中获得斐然成绩：在佛山

市南海区第十一届运动会中，男

子、女子乙组足球均获区第五

名；在南海区第十三届中小学艺

术展演暨学生文明素养展示活

动中，金沙小学合唱获金奖；在

全国小学数学能力大赛中，金沙

小学有1名学生获一等奖，10
人获得二等奖。

俯首甘为孺子牛，挥蹄勇

做千里马。学校以提高德育师

资队伍素质为目标，不断提升德

育教师队伍专业发展的水平，增

强德育工作者的爱心、事业心、

责任心，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

使教师成为引领学生自能发展

的引导者和合作者。自能教育

最终要落实到课堂，落脚到每名

学生身上。学校在进一步完善

“一情四维五环”的课堂教学模

式，探索课堂教学模式和评课

中，深化整改教育教学的措施，

致力打造适应学生全面发展的

教本素材。

学校通过教育科研、传帮

带、经验分享等形式对教师进行

校本培训，推动教师专业化发

展，激发学校发展活力。“希望教

师、家长抱团发展，实现‘老教师

看家，中年教师当家，年轻教师

发家’的发展目标，实现全校齐

发展的美好愿景。”何明星说。

“臻美教育”助学子成长
让美浸染每个生命

丹灶镇第二小学
夏末时分，记者走进丹灶镇第二小学（简称“丹灶二

小”），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校容校貌、学生脸上

自信大方的笑容，还有在校园回荡的琅琅书声。近年来，

丹灶二小紧紧围绕“臻美教育”品牌，通过创新方式不断优

化提质教师队伍，打造多彩缤纷的学生社团，搭建起家校

和谐交流的桥梁，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质学子，让美浸染

每个生命。

“以老带新”打造骨干教师队伍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

生产力。目前，丹灶二小拥

有在校学生超 2000人，在

职教师超 130人。随着学

校逐年扩招，每年教师队伍

都 会 迎 来 一 批 新 老 师 到

岗。如何帮助新老师适应

角色转换，迅速站稳讲台？

在丹灶二小校长陈志宁看

来，“以老带新”“师徒结对”

是破解这个难题的“不二法

门”。

为了帮助新教师迅速站

稳讲台，丹灶二小要求每一

位新老师都要上一节展示

课，在同科组其他老师评分

通过后，才能正式走上讲台

执教。此外，丹灶二小还通

过资深教师与新教师进行

师徒结对，帮助新教师快速

适应全新的工作环境和氛

围。“资深教师拥有多年‘实

战经验’，能在经验上、方法

上给予新教师更多帮助，让

他们少走弯路；新教师也能

为学校教研教学注入新的

活力，更好更快掌握信息化

教学方法。”陈志宁表示。

此外，丹灶二小还注重

对 于 骨 干 教 师 队 伍 的 建

设，除了区、镇骨干教师队

伍打造，还积极打造校内

骨干教师队伍，不断推动

全校教学教研水平再上新

台阶。学校还坚持以学科

科组为单位，每周定期开

展业务学习活动，各教师

针对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

分享研讨，相互学习、相互

促进。学校的语文科组更

成为丹灶镇的品牌科组，

屡获嘉奖表彰。

打造高质量社团促学生发展

民乐社团传来优美的弦乐

声、合唱团稚气歌声悠扬、毛笔

社团书韵飘香、击剑社团传来

阵阵高声呐喊……伴随着每天

下午第二节下课铃声，丹灶二

小校园开始热闹起来，到处是

学子们的欢声笑语。

近年来，丹灶二小积极探索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根

据学校特点与教师的特长安排

调整社团项目及上课的内容，开

设民乐、合唱、击剑、书法、篮球、

田径、足球等20多个社团，学生

根据兴趣自愿选择，把爱好逐步

变成特长。丰富多彩的社团活

动，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及

家长们的一致好评，学生们开阔

了眼界、陶冶了情操、发展了特

长、找到了自信，同时也推进了

学校校本课程建设，丰富了校园

文化生活，使学校成为孩子们学

习、生活的乐园。

值得一提的是，丹灶二小

击剑社团创立已有8年时间，在

市、区、镇等多项比赛中斩获佳

绩，如2020年获南海区第十一

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击剑比赛团

体二等奖等，与民乐社团并称

丹灶二小学生社团“双子星”，

享有较好的口碑和知名度。

“希望击剑、民乐等‘明星

社团’的打造，让学生接受高质

量的教育，为他们的兴趣爱好

发展‘打开一扇窗’。”陈志宁

说，学校除了肩负学科教育、艺

术教育的重任，还要通过培育

类别多样的社团，进一步丰富

学生生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而多个学生社团“百花齐放”，

也是对“臻美教育”最好的诠

释，希望学生在学中玩、玩中

学，更好感受“美”的概念。

书香飘满园

推进阅读素养培养工程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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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珠江时报记者吴泳

通讯员 李丽鸿

多举措推动家庭教育“复位”

“作为一名外地人，我的女儿能接受

到这样优质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激政府，

也很感谢学校……”今年 6月，陈志宁收

到一封“特殊来信”和一笔善款，让他感慨

万分。该信是 6年级毕业班一名学生的

家长亲笔信，表达了对学校、对政府的感

激。陈志宁也提笔给这名家长回信，并将

善款原数返还。

简单的一封信，三两行质朴文字，是学

生家长对丹灶二小的认可，也是“新市民”

对于丹灶教育的肯定。长期以来，作为一

所拥有众多“新市民”子女学生的学校，如

何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学生教育，也成为丹

灶二小教师经常思考的问题。

“学校、家庭，两者必须相互配合，强

化联动，缺一不可，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更

好为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护航。”陈志宁

说。

今年开始，丹灶二小着手开展“新型家

庭教育研究课题”，希望通过系统研究，寻

找到推动家庭教育再上台阶的“金钥匙”。

“有什么样的学校，就会有什么样的

学生，学生就是学校的一面镜子。”陈志宁

认为，小学是学生人生中培养良好行为习

惯最重要的阶段，学校也将紧紧围绕“臻

美教育”品牌以及“让美浸染每个生命”的

办校理念，积极打造高质量乡村小学，为

每位学生“扣好人生第一颗纽扣”，培养出

一批批品质优、道德好、行为美的“臻美学

子”。

■作为丹灶二小的“王牌社团”，民乐社团历年来在各级比赛中大放光彩。 通讯员供图

■金沙小学校长何明星与学生共同阅读。

■金沙小学学生与家长参与南海区“华闻杯”第五届中小学“书香伴我行、好书我推荐”展示活动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