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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志健）

4月20日，由人民日报《国家人

文历史》杂志社主办、乡伴文旅

集团协办、人民文旅和人民三农

承办的首届中国乡村人文论坛

在人民日报社举办。里水应邀

赴京参加，向中央有关部委、乡

村振兴领域专家展示里水乡村

振兴建设成果，嘉宾专家对里水

表示肯定。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

魂。首届中国乡村人文论坛以

“人文乡村 理想中国”为主题，

邀请来自乡村振兴领域的专家

学者、基层干部、企业及媒体代

表近百人，围绕发展文化经济、

建设人文乡村的路径和机制展

开研讨，旨在通过农业、文化、旅

游、科技、传媒等行业的交流分

享、凝心聚力，呼吁和推动更多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和有

识之士共同参与，更好促进乡村

人文事业的共建、共创、共享。

会上，乡伴文旅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朱胜萱分享了其在江

苏、浙江、山东、云南、广东等地

进行乡村人文建设的新方法、新

思考，并向与会人员展示了里水

花卉产业与乡村文化的融合发

展之路。

里水作为佛山市“百里芳

华”乡村振兴示范带的起点，在

积极推进城乡融合背景下开展

乡村振兴建设，积累了独特的华

南经验。里水在大会中展出了

乡村振兴实践成果，传统非遗人

文风物。里水镇提供的旅游地

图及百合花绘本引起了参会嘉

宾的兴趣，称赞制作有个性、有

质感。

作为南海区连片乡村振兴

先行区，里水镇自2018年发布

乡村振兴实施方案以来，围绕

“点上出彩、线上成景、面上开

花”的目标，全面发力乡村振兴

建设，力争三年实现一村（社区）

一品牌，五年实现全域振兴。

过程中，里水为每个精品示

范村赋予对应的品牌，植入文旅

产业载体，从而保护和创新乡村

文化。

在拥有佛山市非遗民俗“跳

火光”的赤山村新建跳火光广

场，让延续300多年的民俗有了

落地点；小布村打造市集盒子，

复兴传统赶集情景“三乡市集”；

里水镇蝴蝶兰产量占全国四分

之一，结合沿河亲水栈道，里水

在里水河一河三岸打造最美“水

上花市”，让龙头产业也有了展

示的舞台和窗口……

在首届中国乡村人文论坛

后，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杂

志社将有计划地选择一批有代

表性的乡村实地举办中国乡村

人文论坛分论坛，探寻不同地域

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做好

乡村文化的宣传者和推动者。

同时还将打造一批以“人民雅

集”为名，集展示体验、公共服

务、交流合作、文创孵化等功能

于一体的乡村人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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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里水中心小学，琅琅读

书声和嬉戏玩耍声久久萦绕在记

者耳边，校园的每个角落都有老

师和学生们挥洒汗水的身影。里

水中心小学校长刘景章介绍，近

几年，为满足学位的需求，学校每

年都在改建和扩建，学生可用活

动空间相对紧缺。但待体育馆、

新运动场建成后，这问题将得到

有效的改善。

日前，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

驻校直联小组带队到里水中心小

学开展“党建星期二”驻校直联工

作，围绕“七个一”中的“深入一所

学校”，详细了解学校扩建工程进

度。当前，里水中心小学新建的

综合楼和体育馆即将进入装修阶

段，其中综合楼将设有18个课

室，体育馆将建设20余个功能场

室和体育场室，届时将为学生提

供更多活动空间和教学场室。

校长刘景章向驻校直联小

组汇报了扩建最新进程。驻校直

联小组鼓励学校主动提出工程存

在的难题，并表示将逐一反馈至

上级。“现在内部装修的手续流程

比较复杂”刘景章说。对于校方

提出的困惑，直联小组一一做好

记录。

刘景章认为，镇教育发展中

心通过开展“党建星期二”，深入

联系学校、开展调查研究、掌握最

新情况、制定精准对策，能帮助学

校解决办学方面的困难，助推学

校管理实现质的提升，为学校打

了一剂“强心针”。

学位供给工程是里水教育

改革的其中一项工程。里水镇将

投资14亿元，在金峰洲片区、金

旗峰片区、金溪片区、新兴片区、

里湖新城片区等五大城乡全面融

合连片示范区新建、扩建16所中

小学和幼儿园，进一步完善教育

硬件配套，扩大义务教育阶段优

质公办学位优势。

教育不仅是学校、老师、学

生的事情，还应该是全社会事

情。借力“党建星期二”平台，里

水镇教育发展中心各个驻校直

联小组均要开展“访谈一位家

长”，听取家长代表的建议与意

见，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日前，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

德育专干陈妙贤带队到麻奢小

学，与学生家长李学斌面对面沟

通，深入探讨家校共建、家委会组

建以及家委会职能构建等方面议

题。“作为一名家长，我需要、也很

乐意加入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李学斌说，家委会活动能让学校

与家长形成合力，陪伴孩子成长

的同时，助推学校管理发展。

驻校直联小组对李学斌的身

体力行表示认可和鼓励。陈妙贤

建议，麻奢小学家委会职能可分成

校级、年级、班级三个层级，带动家

委和其他家长参与学校亲子活动，

学习家庭教育方法，让家长、学生

和学校形成整体，相互配合。

家校共促不仅需要家长的

积极配合，还需要学校的有效引

导。对此，和顺一中校长叶俊主

动向驻校直联小组请教如何发

动家长投身于家校共促教育发

展当中。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

主任周友乔表示，家委会的建立

不能流于形式，学校应创新家校

沟通方式和方法，充分利用家长

资源，让家长主动进入校园、进

入课堂、参与教育。

驻校直联小组认为，通过

“访谈一位家长”，推动家校共促

工作，能够促使更多家长了解学

校的教学和管理、主动参与学校

活动，让学生和家长形成互相了

解、互相促进的关系，进一步提

升学校办学质量。据了解，今年

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还计划筹

办第一届家庭教育家长节，凝聚

家校共育合力，进一步构建家、

校、社三位一体的育人体系。

事实上，“党建星期二”驻校

直联开展的“七个一”内容，是里

水镇教育系统奋力追赶目标的重

要举措之一。在2021年春季学

期教育工作会议上，周友乔指出，

里水镇教育系统将坚持“四全”理

念引领，重点抓好党建工作、扩大

优质学位供给、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力度、有效提升教育内涵质量、

提升家庭和社区教育水平，持续

推动里水教育高质量发展。

今年，里水教育将围绕“布

局高质量 湾区大超越”定位，以

党建引领推进十大工程，全面实

施“党建星期二”等继续改革八

项措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进一步擦亮“上善教育 学在里

水”这块“金漆招牌”。

“感谢你们对家委会的

重视，耐心听取我们的意见

和建议，希望可以助力提升

办学质量。”4月19日，麻奢

小学家委会成员李学斌与里

水镇教育发展中心驻校直联

小组交流后，表达了他的期

盼。

一个月前，里水镇正式

发布“党建星期二”工作制

度，破题镇域党建全局，构建

“1+3+X”镇域高质量党建工

作体系，推进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其中“X”就是指教育

系统等不同领域的党组织。

在 2021 年春季学期教

育工作会议上，里水镇党委

副书记余海生介绍了里水

教育的未来规划，其中一项

是改革：要建立一套更加畅

通有效的教育系统内部沟

通机制，让党委政府和一线

老师实现有效沟通；要推动

教育党建工作改革，充分发

挥党员老师的先锋模范作

用。

近一个月以来，里水镇

教育发展中心深化落实该工

作规划，构建党建引领大平

台、以党建引领发展，积极实

施“党建星期二”工作制度，

分9个组定期到镇内结对的

中小学驻校直联，落实“七个

一”：深入一所学校、参加一

次校务会议、听一节课、访谈

一位家长、沟通一位教师、关

爱一个学生、召开一次座谈

会，旨在搭建师生、家校有效

沟通交流平台，联动师生、家

长一起共商教育发展大计，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深入一所学校 / 扩建有难题 共同来商讨

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阵地，

学校自然少不了一群辛勤付出的

园丁。课堂质量如何？教师教学

状态怎样？“党建星期二”驻校直

联机制为大家打开了一扇窗。

每月中旬和月底的周二下

午，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全体人

员与家长联合会成员就会分成

九组，到镇内各中小学开展直联

工作。日前，镇教育发展中心副

主任邓洁茜带队到和顺二中“听

一节课”，走进初三教师梁宇的

物理课堂，认真听课，了解师生

课堂状态。

“备考应注重因材施教，根

据学生的学习基础作出适当调

整。”对于教师的讲解技巧和学

生的学习态度，邓洁茜表示充分

认可，并与授课教师深入探讨备

课策略。邓洁茜还带领小组成

员到教师办公室走访，与初三级

教师沟通畅谈。

依托“党建星期二”平台，就

课堂改革、课堂经验分享等开展

更深入的沟通交流，必将助力提

升里水教师队伍专业水平。近

年来，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通过

“外引”“内培”的方式，不断提升

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

/ 认真听一节课 / 备课有“妙招”教师齐分享

/ 访谈一位家长 /
家校聚合力 教学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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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校直联

小组到麻奢

小学访谈一

位家长。

■里水镇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周友乔（右）带队到和顺一中开展驻校直联工作。

■■赤山村以赤山村以““古村乡愁古村乡愁，，光耀赤山光耀赤山””为品牌推动乡村振兴为品牌推动乡村振兴。。 珠江时报记者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廖明璨摄摄 ■参会嘉宾点赞里水特色风物。 通讯员供图

■现场嘉宾仔细阅读梦里水乡旅游地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