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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即课堂，环境即课程。有为小学的校园

环境设计，以“康有为文化—家国文化—世界文

化”为线索，由小到大，将课程“种”在环境里，通过

建设环境文化、营造人文氛围、开展实践活动、凝

结教育合力等举措，生动践行“有为教育”理念。

今年，有为小学广博园正式完工，面向全体

师生开放。该园通过深挖“南海先生”康有为中

年时期游历西方36国的经历，将多个国家地标

式建筑融入园景设计，引导广大师生在园中畅

游，开展学习体验类活动，追随先贤足迹，进一

步拓宽知识面，丰富地理文化知识。

走进广博园，一个站在帆船甲板上的“康有

为”雕像最为吸睛，“康有为”目光如炬，眼神坚

毅地望着前方。“希望学生畅游广博园，重走先

贤走过的道路，同时对各个国家风土人情、地标

建筑也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有为小学相关负

责人表示。

广博园与大同园、万木草堂遥相呼应，为全

校师生打造了“沉浸式”校园文化氛围，也为进

一步揭开“南海先生”神秘面纱、了解这位中国

先贤哲人提供了具象场景。“学校以‘有为’命

名，通过从康有为众多精神中挖掘出‘博古通

今’‘融贯中西’‘返本开新’‘勇于担当’四个思

想理念，提出‘有为教育’的品牌定位。”有为小

学相关负责人表示。

“有为教育”围绕“弘有为精神，育时代英

才”的办学理念，提出“四有”主张，致力于培养

有广博的学识、有深厚的底蕴、有创新的能力、

有担当的情怀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有为学子。

此外，有为小学还计划联合省内同类名人纪

念学校，携手成立品牌发展联盟，通过定期举办联

盟沙龙，就如何挖掘名人文化资源、开展名人纪念

活动、名人文化课程研发等问题进行交流，共同探

讨品牌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一纸良方”。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吴泳

百年醒华，涅槃重生。2021

年8月30日上午，在新学期即将

开启之际，新建的醒华小学投

用。这是丹灶教育发展的一个

里程碑，标志着丹灶镇进一步推

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每个孩

子绽放光彩。

南海区教育局副局长钟文

川，丹灶镇党委副书记何志坚、

梁耀智，丹灶镇教育发展中心领

导、各校（园）长等出席落成仪式

并为新校揭幕。

随着幕布的慢慢移开，伴着

礼炮声，“丹灶镇醒华小学”大字

映入眼帘，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该校新学期开设19个班级，近

800名学生到校就读。

一百多年来，“振兴教育、

唤醒中华”的教育精神为敢为

人先的丹灶人留下了很多宝贵

的财富。醒华小学校长区瑞鹏

表示，学校将以“立中国心，筑

未来梦”为办学宗旨，提出“唤

醒生命、扎根传统、点亮未来”

三大教育主张，让醒华学子在

这里学习知识、萃取营养、汲取

能量，引导师生们与党同心、与

祖国同行、与丹灶同发展，在

“办一所最中国、最未来的精品

学校”的生动实践中汇聚起丹

灶教育的力量。

“教育是为未来时代培养人

才的事业。”校长区瑞鹏表示，醒

华小学将创建未来学校，一方

面，实现校园环境设施智能化；

另一方面，打破教育边界，重新

整合教育资源，探索新的教育模

式，为师生的未来发展服务。

同时，醒华小学也有着“打

造未来教师”的追求，提出让每

一位教师转变教育理念，主动适

应教育变革，创新教育形式，形

成未来素养，成为学生成长的引

路人，主动适应学生个性化的成

长需求。

擦亮“有为教育”名片
打造优质小学标杆
擦亮“有为教育”名片
打造优质小学标杆有为小学有为小学

一个城镇吸引高新人才、投资者落地的关键因素，

总是离不开教育资源的配置。近年来，丹灶镇大力推

进教育现代化，进一步破解优质教育资源供应不足、城

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蓄力打造南海西部高质量

教育强镇。而作为区域优质小学标杆的丹灶镇有为小

学，则是丹灶持续推进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优质

教育资源供给的生动体现，也为大金片区更好筑巢引

凤奠定坚实的基础。

百年教育品牌历久弥新
办“最中国最未来”精品学校

一百多年前，丹灶人黎佐瑶和黎佐镛在家乡创办了一

所新式小学醒华学校，它以“振兴教育，唤醒中华”为办学

宗旨，在创办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爱国报国的社会栋梁。

一百多年后，在丹灶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下，2021

年8月30日，崭新的醒华小学落成启用。从“振兴教育，

唤醒中华”到“立中国心，筑未来梦”，历久弥新的醒华教育

品牌，在新时代有了新内涵。未来，醒华小学将利用其完

善的硬件设施，突出的区位优势，精细的管理服务，助力丹

灶教育配套升级。

今年，有为小学图书馆实

现升级提升，目前馆内拥有藏

书近20万册，满足全校师生日

常学习需求。焕然一新的图

书馆，也成为校内“网红打卡

点”，不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纷纷前来“泡馆”，了解传统文

化瑰宝和世界各国经典大家

名作。

除了硬件设施投入，有

为小学通过开展“阅读亲子

社团”，引导家长带领学生共

同阅读，进一步优化家校共

育体系，更好地培育新时代

英才。“针对不同年级学生，

我们除了布置阅读任务，还

会定期开展外出采风活动，

如游览康园、仙湖等景点，进

一步升温亲子关系，有利于

家校共育体系构建。”有为小

学相关负责人介绍。

畅游经典名著，育德育才

更育心。今年2月，有为小学

语文科组通过对《三字经》《论

语》《大学》《孟子》等经典儒家

书籍进行精选编排，结合学子

年龄段特点，开展经典诵读考

级课程。为了让学习经典成

为习惯，学校还通过制作经典

名篇朗读广播，每天定时播

放，让传统文化知识入心入

脑。而每个学期要求学生学

习经典名著节选内容，学期末

老师将进行考级评定，引导广

大师生畅读经典著作，主动学

习传统文化优秀内容。

此外，有为小学紧紧围绕

“有为教育”校本教师培育工

程，通过核心经典、“新六艺”工

作坊、三大成长工程、“以研促

教”工程等，深度打造有为教

师团队。同时，学校还建立了

以科组为单位的读书交流小

组，要求每位教师落实阅读任

务，培养终生阅读、终生学习

的良好习惯。

“硬件+软件”双提升
引导师生品读经典

如何构建学校精品课程

文化？通过建校几年来的思考

和探索，有为小学这所“年轻”

的学校给出了回答：以丰富化、

多样化、有层次的课程为依托，

丰富学校课程供给，用课程建

设撬动师生的可持续发展。而

其中，不得不提该校的科创社

团建设，成为广受学生、家长追

捧的“明星社团”，历年来更为

学校斩获不少重量级奖项。

“科学探究真的太迷人

了！”每周一下午，有为小学多

个功能室内不时传来学生们的

惊叹声。目前，有为小学已开

设了科技创新班、玩转科学、智

能机器人、机器人、创客竞赛

班，开设科创特色校本课程，提

升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为学生的想象能力发展插上

“翱翔的翅膀”。

近年来，有为小学科创小

组坚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为切入点，以提升

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为目标，

通过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创

新兴趣班，让特色社团教学与

创作之间联动，进一步激发学

生积极参与科学探究、学科竞

赛等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创新

热情，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

目前，学校开设了魔方机

器人梯队社团、项目式研究科

学创新培训社团、人工智能项

目、航海航模兴趣班等多个科

创兴趣班，历年来在省市区多

项大赛中屡获佳绩，不断擦亮

“有为教育”的名片。在南海

区中小学创客魔方机器人比

赛，有为小学代表队获得一等

奖；在南海区中小学鹰眼机器

人比赛，有为小学代表队获二

等奖、三等奖；有为小学航海

模型队在佛山市比赛中荣获

团体一等奖，个人一等奖11

个、二等奖13个、三等奖11个

的优秀成绩。

打造“沉浸式”校园文化氛围
擦亮“有为教育”名片

构建精品课程文化
科创社团大放光彩

1907年，新式小学醒华学

校孕育而生，设置国文、算术、

历史、英语等多种的课程，致力

于“振兴教育，唤醒中华”。学

校先后培养几千名学生，影响

力覆盖西樵、小塘、三水等附近

地区，成为丹灶近代教育史上

的一件盛事。

醒华学校曾走出了见证日

本投降的中国记者黎秀石。据

记载，少时就读醒华学校的黎

秀石于1931年考上燕京大学，

后在《大公报》工作，报道各地

的抗日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他作为《大公报》战地记

者走上了“密苏里”号，见证和

采访报道了日本投降的全过

程。

1952年，醒华学校与同仁

乡一小等4所小学合并而成现

在的丹灶镇中心小学。2021

年，醒华品牌得到进一步深

化。新建的醒华小学按照广东

省标准化学校的要求建设，占

地面积为23328.99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为19268.56平方米，

一期建有24个教学班，除配备

有智能化专用教室外，还有报

告厅、演播厅、创客室、机器人

训练室等功能场室，满足特色

课程开设的需要。学校还有宽

敞的图书馆、室外塑胶运动场、

篮球场等配套设施，并以“现

代、岭南、书院”为关键词打造

成富有岭南特色的书院式校

园。

醒华小学在继承“醒华”

其名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醒

华教育”作为自身教育品牌，

让醒华学校的历史文脉得以

续接和发扬，让“醒华”这个超

百年底蕴的教育品牌历久弥

新、绽放光芒，翻开了醒华精

神在新时代的教育篇章。

科创与文创相交融
促进城西片区“城产人”融合

醒华小学坐落于丹灶镇“瞪羚动

力谷”，被有为水道及沿线村居环

绕。这里有着历史人文的天然优

势，曾孕育出康有为、方献夫、陈澹

浦等历史名人，儒家文化、道家文

化、维新思想、忠义精神、工匠精神、

爱国情怀汇聚。

醒华小学位于丹灶镇城西片区，是

“仙湖氢谷”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高

端产业就要招纳高端人才，没有好的城

市配套，就留不住、引不进这些人才。

而醒华小学就是城西片区“城产人”融

合的一个关键项目。

区瑞鹏表示，在丹灶高科技资源的

辐射下，学校紧随地方发展，借助地方

先进的科技资源唤醒未来教育，引领丹

灶教育的变革和创新。

而打造智能化校园是醒华小学的

另一个重头戏。区瑞鹏表示，学校计划

开设科技课程，届时将邀请仙湖氢谷的

工程师走进校园，为学生们讲述科技知

识，不断开拓学生的思维，培养敢于创

新、善于创新的优秀学子。

未来，醒华小学将推出“乡情教育”

校本课程，充分利用有为水道丰富的文

化资源，以优秀的传统文化感染和熏陶

学生。同时开设传统文化类别的课程

和校园活动，让学生与传统文化亲密接

触，增进认识，建立文化自信。

醒华小学在“办一所最中国、最未

来的精品学校”的生动实践中汇聚起丹

灶教育的力量，为丹灶建设高质量全面

发展标杆镇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醒华小学

擘画丹灶教育新蓝图
传承“醒华”教育品牌

百年醒华 涅槃重生
办“最中国最未来”精品学校

■醒华学校以“振兴教育，唤醒中华”为办学宗旨，在创办过程中培养了一批爱国的社会栋梁。

■学校的广博园深挖“南海先生”康有为中年时期游历西方36国的经历，将多个国家地标式建筑融入园景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