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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博爱教育引领学子逐梦
狮山中心小学博爱教育结硕果，书香、科创、体艺等领域佳绩频现

语文科组被评为2020

年度佛山市“工人先锋号”，

师生获得 2020佛山市第

四届诗词大会争霸赛团体

第二，312班学生欧嘉烨在

2020年广东省《少年讲书

人》（第二季）电视展评活动

中获评“王牌讲书人”，在南

海区第四届小学语文五、六

年级“读写素养监测”大赛

中获两个狮山镇第一……

近日，狮山中心小学书香教

育佳绩频现，进一步擦亮书

香教育品牌。

同时，该校科创教育齐

步并进。逾百名师生参加

2020年狮山镇小学信息学

竞赛、第17届南海区“詹天

佑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第二十五届“驾驭未来”

全国青少年航车模型（佛山

赛区）竞赛暨佛山市第二十

四届中小学生车辆模型比

赛等赛事取得喜人成绩。

书香、科创领衔，体艺

强项出彩，该校荣获2020

年佛山市青少年体育全赛

季乒乓球锦标赛暨小学生

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小学组

团体总分冠军，获评第三批

“南海区艺术特色项目（合

唱）学校”。

接下来，狮山中心小学

将坚持走特色发展及品牌

创建之路，继续兴博学之

风、立博爱之德、敦博雅之

厚，提升博爱学子核心素

养，不断强健其体质、张扬

其个性、展现其自信，促使

其全面发展，勇敢逐梦。

上万名学生参加海选，657
名选手进入初评，再晋级48强，最

终获评“王牌讲书人”，数月来，欧

嘉烨在2020年广东省《少年讲书

人》（第二季）电视展评活动中一路

披荆斩棘，尽展博爱学子风采。

欧嘉烨的成绩是学校书香

教育与个人努力相辅相成的结

果。该校从一年级开始就开展

绘本创意阅读、亲子朗诵等活

动，逐级深入推进阅读。为培养

优秀少年讲书人，从 2020年 9
月起，该校统一部署，由语文科

组教师精心指导学生阅读，将阅

读与演讲相融合。

在此过程中，欧嘉烨遇到难题

不得其解就会请教老师，或自己上

网查阅，看到好词好句还会抄录起

来，有时间就拿出来品一品。“阅读

已成为我重要的生活习惯，我会将

阅读进行到底。”欧嘉烨表示。

2020年狮山镇小学信息学

竞赛二等奖、狮山镇第二届青少

年创客比赛一等奖、第17届南海

区“詹天佑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2020年12月，狮

山中心小学602班贺棋亮连获大

奖。

作为“科创小达人”，贺棋亮

三年级就加入创客班。“他很有想

法，基础扎实，语言表达、思维、学

习能力都很强。”项目指导老师陈

悦雅对贺棋亮赞赏有加。

贺棋亮表示，自五年级他就

意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并思

考如何运用科技解决社会问题。

他与颜梓妤、田崇田两位学生合

作的智能门禁系统（皆获得区镇

科创类比赛一等奖），便是基于当

前防疫需求而设计的。

贺棋亮体现出的博爱学子特

质，让钟绍坤颇感欣慰：通过实施

博爱教育，“博爱、博雅、博学”三

张名片在学生身上得到明显体

现，学生更有爱心、更有探索欲、

更加自信大方。

乒乓球是狮山中心小学的

体育特色项目，近年来不少学

生荣获全国、省、市个人或双打

冠军。该校601班学生汪子玥

便是其中一名佼佼者。

“我从一年级下学期开

始就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学

打乒乓球，一年后被选送到

狮山镇中小学乒乓球训练基

地进行更深入的训练。”汪子

玥说。

对于汪子玥的球技，其指

导老师认为，他的头脑比较灵

活，懂得运用合理的方法调节

不同的球。而这，与汪子玥坚

守的信条“做有文化的体育人”

紧密相关。在他看来，体育爱

好与文化课、艺术学习并不冲

突，反而是相辅相成、互相提高

的。

为此，除了坚持乒乓球训

练，汪子玥还自主学习奥数，锻

炼思维能力；坚持练习打鼓，以

提升自身的艺术文化修养。汪

子玥的文化课成绩，也位列班

级前茅。

在狮山中心小学，像汪子

玥这样的博爱学子还有很多。

他们在“博爱教育”体系下书

香、科创、体艺兼修，全面发展，

努力成为一个有梦、敢于逐梦

的新时代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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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东省书香校园，狮山

中心小学多样化推动阅读，打造

了一系列基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

的阅读精品项目，如绘本创意阅

读、“1+1+1”语文阅读、“雅言精

粹”儿童经典诵读、“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游学研读项目等。

学校还开设古典诗词等社团，

举办语文、英语阅读周，组织师生

参加各类专业比赛，为学生搭建广

阔的展现舞台。2020年12月，

该校组织师生参加佛山市第四届

诗词大会争霸赛，不仅夺得团体总

分第二，多名学生还荣获“探花”

“诗词达人”等称号。同月，该校

11名学生参加南海区第四届小学

语文五、六年级“读写素养监测”活

动均获佳绩，其中于晢道、杨欣润、

招森仪三名学生获特等奖。

为创新阅读推广形式，狮山中

心小学积极鼓励学生参加2020
年广东省《少年讲书人》（第二季）

电视展评活动，最终23名学生成

为“卓越讲书人”，312班学生欧嘉

烨更是脱颖而出，获评“王牌讲书

人”。该校因此被授予“优秀组织

奖”，并获邀成立学校“少年讲书

人”社团。以此为契机，该校将进

一步激发博爱学子“好读书、读好

书”的书香基因。

阅读多样化擦亮书香教育品牌

“王牌讲书人”欧嘉烨：将阅读进行到底

2020年下半年，狮山中心

小学在科创教育中结出累累硕

果，逾百名师生在狮山镇第二届

青少年创客比赛、2020年狮山

镇小学信息学竞赛、第 17届南

海区“詹天佑杯”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第二十五届“驾驭未来”

全国青少年航车模型（佛山赛

区）竞赛暨佛山市第二十四届中

小学生车辆模型比赛等赛事中

屡获大奖。其中，一等奖累计达

13项。

狮山中心小学校长钟绍坤

介绍，该校除了各年级每周开设

2节科学课，还积极开展创客教

育，并于2017年成功申建狮山

镇首个青少年创客基地。

该校高标准打造创客实验

室，自主编写创客教育校本课程，

成立创客基础班、提高班和竞赛

班，通过信息技术、语文、美术、数

学、科学等多学科融合，以3D打

印为突破口，以项目式为学习形

式，为学生搭建创新实践平台，力

争让每一位学生成为“创客少

年”。

2020~2021学年度第一学

期，该校还分别在2~5年级选取

部分班级开设创客普及班，让科

创种子播撒到每一位学生心中。

多学科融合精心培育“创客少年”

“科创小达人”贺棋亮：用科技服务社会

丰富体艺活动深度推进素质教育

科 创 启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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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艺 强 身

2020年12月23日，狮山

中心小学举行第16届体育艺

术节暨新运动场启用仪式，线

上线下逾3万人同时围观。同

月31日，该校迎来了第16届

体育艺术节文艺汇演及美术作

品现场制作活动，亲子家庭、师

生以歌舞、朗诵、乐器、作品展

示等多种形式的展演迎接

2021年的到来。

狮山中心小学历来重视素

质教育，每年一度的体艺节就

是素质教育成果最好的检阅

场。

自 2016年实施“博爱教

育”以来，该校坚持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发展，大

力加强校园体艺基础设施及体

艺科组、体艺教师队伍建设，积

极开发体艺校本课程，开展丰

富多彩的体艺活动，组织师生

参加各级体艺赛事。

荣获2020年佛山市青少

年体育全赛季乒乓球锦标赛暨

小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小学

组团体总分冠军、获评第三批

南海区“艺术教育特色项目学

校”、学校合唱团在南海区第十

三届中小学校园艺术展演中荣

获金奖、多名师生在南海区中

小学师生第三届硬笔书法即席

书写大赛中荣获佳绩……狮山

中心小学师生在市、区、镇各级

比赛中捷报连连，正是“博爱教

育”特色品牌显成效的生动体

现。

学生代表

“乒乓小王子”汪子玥：爱好学习两手抓

2020~2021学年度第一学期

狮山中心小学博爱教育重要成果一览

1
荣获南海区第五届“南海菁英在行动”主题教育活动团队雄

鹰金奖。

2 获评第三批“南海区艺术特色项目（合唱）学校”。

3 南海区第十三届中小学校园艺术展演中合唱团荣获金奖。

4
2020年佛山市青少年体育全赛季乒乓球锦标赛暨小学生运

动会乒乓球比赛，荣获小学组团体总分冠军。

5
2020年佛山市青少年体育全赛季-小学生体操锦标赛，荣获

7岁组竞速赛团体佛山市第八名。

6
第17届南海区“詹天佑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一等奖6

项、二等奖7项、三等奖13项。

7
2020～2021学年度狮山镇中小学学生学科素养监测评价，

喜提五、六年级两个全镇第一名（公办小学）。

8
狮山镇第二届青少年创客比赛，3名学生获一等奖，6名学生

获二等奖，9名学生获三等奖，11名学生获优秀奖。

9 语文科组被评为2020年度佛山市“工人先锋号”。

10
2020年广东省《少年讲书人》（第二季）电视展评活动，1名学

生获评“王牌讲书人”，23名学生获评“卓越讲书人”。

11
南海区第四届小学语文五、六年级“读写素养监测”大赛，3

名学生获南海区特等奖，4名学生获南海区一等奖。

制图/张韦奇

■贺棋亮（右

一）为嘉宾讲

解科创作品

《智能门禁系

统》。

（通讯员供图）

■欧嘉烨获

评“王牌讲书

人”。通讯员

供图

（通讯员供图）

■汪子玥正

在进行乒乓

球训练。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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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中心小学举行第16届体育艺术节。 珠江时报记者/马一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