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龙海平接棒映月中学时，

提出“练评讲”教育打造“以学

生为中心”的现代课堂，在短短

数年快速崛起；在桂江二中迎

来20周年之际，他的执棒让老

牌名校焕发新活力，重塑学校

“尚美教育”办学理念，鼓励师

生以奋斗者为标杆，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重塑教学理念
提出“尚美教育”

时 隔 20 年 ，龙 海 平 于

2020年重回桂江二中，这对学

校和他本人而言，都极具意义。

1999年，龙海平调到桂江中学

任教，2000年任桂江中学副校

长分管新校区（今天的桂江二中

校园）教学工作，2001年9月桂

江二中建校，可以说他是最早的

教师之一。20年后，他重回桂

江二中校园，怀揣着不变的育人

初心，却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

经过20年的沉淀，学校需

要在原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

行变革与创新。龙海平一上任，

就对学校思想理念、育人目标、

办学特色等进行集思广益，让学

校的办学思想更贴合新时代发

展的需求。

“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

奉献、平凡造就伟大，奋斗的人

生最幸福，奋斗的姿态最美丽。

这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

律，更是每一位师生都有共鸣并

为之努力的目标。”龙海平说。

去年以来，桂江二中秉承

“让每个孩子美好成长”的办学

理念，以“尚美教育”为办学特

色，强调多元化育人，打造“尚美

校园”。通过实施美校园、美课

堂、美品行、美才能工程，引导学

生发现美、感知美、传扬美、创造

美，以奋斗者的责任和担当，去

创造美好的未来，以奋斗者为标

杆，引导师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奋斗。

推崇奋斗精神
让学生成长看得见

“不分师生，在校的每一位

都需要奋斗。”刚回到桂江二中，

龙海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激发

全体教师的热情，让老校的教职

工焕发新的活力，特别是要克服

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的畏难情

绪。“老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必

须要有奋斗的姿态。”

走进桂江二中的校园，各大

“光荣榜”随处可见，“首届园丁

奖”“教坛新秀风采”“最美教师风

采展”“最美班主任风采展”等图

文并茂，展现着教师们的奋斗格

言、工作成效等，这样直观的方

式，激励引领着全体教职工以先

进为榜样，争先创优、追梦奔跑。

在教学改革方面，龙海平通

过“美课堂”的具体行动，建立了

“发展性的差异化评价机制”，即

以促进师生“全面而有个性”发

展为目标，以差异化为特征的教

育教学评价机制。例如学校每

年都会评定“星级学生”，学生可

对照自己在品格、德行、基础学

科学习、科技、体育、艺术等方面

的成绩与进步申报，只要进步了

都可以获得嘉奖。“我们尊重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让学生看见自

己的成长。”龙海平说。

做好示范引领
帮扶粤西粤东学校

“尚美教育”在实践中得到

了肯定，在桂江二中全体师生的

努力下，全校618名学生参加

2021年中考，480名学生被普

高录取，录取率达到77.7%，成

为桂城街道公办初中普高录取

率最高的学校。

2021年，龙海平被评为

“广东省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主

持人”，主要任务是示范引领，最

重要的工作是要帮助粤西、粤东

的学校进行价值选择，明确学校

的价值导向。“我将和成员学校

的各位校长一道，以‘奋斗者工

作室’建设为切入点，以‘奋斗者

最美’为价值追求，找到各成员

校个性化发展路径，为教育发展

贡献力量。”龙海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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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就一个字，却包含了很

多。”9月10日教师节，在南海区

教育大会暨“南商教育基金”奖

教奖学大会上，作为优秀教师代

表的朱晓芳上台发言时称，爱是

教育的灵魂，她将继续弘扬德、

心、传、智、爱的南海教师精神，用

爱守望生命的绿水青山，努力培

养新时代可持续发展人才。

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
爱，不一定惊天动地，但却

润物细无声。

从教15年，朱晓芳一直践

行“用真心引领学生、用真知传

授学生、用真诚教育学生、用真

爱打动学生”。

高三，学生假期本来就很

少。在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放假，

很多孩子都会回家与家人团聚，

互相鼓励。但今年由于疫情原

因，封控地区的孩子不能回家只

能留校。“每个学生都是我的孩

子，我就是他们的亲人。”朱晓芳

说，她特意带上美食和孩子们分

享，让孩子们在学校感受到大家

庭的温暖。

爱，是急学生之急，想学生

之所想。

A同学是来粤务工人员的

随迁子女，由于父母社保原因，

在高考报名即将截止前，审核资

料还未集齐，学生心理压力非常

大。“高考，是每个孩子通往梦想

的班机，一旦误机，成本高昂。”朱

晓芳深知孩子心中的焦灼，为

此，她在教学之余，花了很多时

间开导这名学生，还和家长一起

沟通、商量，尽自己最大努力提

供帮助，直到A同学顺利完成高

考报名。

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
今年高考，朱晓芳所带的班

级，48名学生中有47人上特控

线（高优线、重点线），特控率高达

97.91%，48人全上本科，本科

率100%。

辉煌成绩的背后，又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

时间回到一年前。其时，

该班级的学生成绩处于年级中

后水平。“转化一个后进生与培

养一个优秀生一样重要，甚至

更重要。”朱晓芳说，这是校长

傅陆根经常鼓励自己的一句

话，也是她从教以来一直努力

的方向。

在朱晓芳管理的班级，不以

成绩论英雄，每一名学生她都平

等看待。“加把劲，你并不差，只是

暂时没有突破自己的障碍而

已。”这是朱晓芳经常对后进生

说的话。

“成长路上，不让一个孩子

掉队，是一名老师应尽的责任。”

朱晓芳说，每个孩子的花期不

同，有的甚至不会开花，因为它

将长成参天大树。她和南中所

有老师一样，对学生的成长有着

坚定的信念，相信只要用心浇

灌，学生们终会破茧成蝶，实现

华丽蜕变。

“教育切忌以成绩论英雄，

要多一把衡量的尺子，去发现和

欣赏每个学生。”朱晓芳认为，对

待学生要用“放大镜”发掘闪光

点，用“反光镜”摘掉缺点，用“显

微镜”凸显个性，要尊重学生的

个性差异，让每一种个性、每一

种梦想，每一种尝试都得到关注

和发展，从而“守望生命的绿水

青山”。

文/珠江时报记者黎小燕

朱晓芳：

善于发掘闪光点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姓名：朱晓芳

学校：南海中学

从教感言：用爱守望生命

的绿水青山，静待花开灿烂。

主要荣誉：课例获“教育

部”优课，登上学习强国。个人

先后获得“南海区十佳班主任”

“南海区优秀班主任”“南商基

金教学能手”“南海区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特等奖”“南海区

青年教师解题能力大赛第二

名”等荣誉。

“云手、剑指、亮相……”在西

樵第一小学的红豆粤剧社里，同

学们在音乐教师李立的指导下，

有板有眼地比划出专业的粤剧动

作。作为西樵镇第一小学的粤剧

特色项目负责人，16年来，李立

所教的学生屡获全国、省级大奖。

以粤剧身段操推广岭南文化
西樵一小“粤剧进校园”项目

的起源，可追溯至2005年。

当时，一年级学生昇仔酷爱

粤曲，作为音乐老师，李立便尝试

排练粤曲节目《黄飞鸿中秋伐恶》

参演区级比赛。此后，该节目屡

获大奖，先后斩获广东省第二届

中小学艺术展演一等奖、广东省

少儿艺术花会金奖，这也启发了

学校开办特色课程的思路。从

2005年起，学校便与南海区文

化馆合作，持续开展粤曲、粤剧艺

术进校园工作。

2008年，南海区文化馆“粤

剧艺术进校园”项目在西樵一小

落地；同年，红豆粤剧社成立。作

为项目的拓荒牛，李立坦言并不

容易。2005年前她从未接触过

粤剧，甚至连粤语也说不流利。

为弥补自身的不足，每次南海文

化馆的粤剧老师到学校教学时，

她都会站在一旁跟着学习，课后，

她还会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

粤剧唱腔和动作。

“音乐是通行世界的语言，作

为音乐教师，我有责任传承粤剧

这一岭南传统文化，而年轻群体

的传播是关键。”李立介绍，为推

广粤剧，学校在南海区文化馆的

指导和帮助下，将粤剧的身段与

广播操融合，独创出粤剧身段操，

以校本课程的方式在校园里推

广。2017年，校本教材《粤剧身

段操》获广东省校本教材评选二

等奖。

学生的自信是最美的收获
如今，西樵一小已经成为以

粤剧为特色的小学，2011年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粤剧中国保护中心推

广基地；2019年成为广东省首

批中华优秀传统地方戏曲粤剧传

承学校；2021年获评广东省基

础教育教研基地小学音乐学科基

地学校。

相比这些成绩，李立更看重粤

剧为学生带来的改变。

阿灏从三年级开始加入红豆

粤剧社，他有点害羞，不太自信。

在《穆桂英求将奇遇记》的排练

中，他饰演“童立志”角色，然而由

于屡次动作做不到位，被粤剧老

师训斥。“阿灏当时就哭了，我就

和他说，台上的那个主角也是一

边哭一边走来的，只要你足够努

力，你也可以成为台上闪亮的主

角。”李立说。

李立的鼓励就像一颗种子，

让阿灏逐渐蜕变，他变得大胆自

信，后来还参演了《猴王借扇》节

目，拿到市级金奖，并冲击省小梅

花奖。“感谢李老师，当冲破了那厚

厚的通往自信的屏障，我已蜕变成

美丽的蝴蝶。”阿灏在日记中写道。

“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不断

地排练新节目，不断参加各种赛

事，因为学生需要成长和展示的

舞台。”李立说，学生一般从二、三

年级才加入粤剧社，真正排练的

黄金期不足三年，所以，她要加把

劲，让每一个配角儿都能成为舞

台上的主角儿，让每个学生在今

后的人生路上都更自信。

文/珠江时报记者 黎小燕

李立：

推动粤剧进校园
让学生收获自信

姓名：李立

学校：西樵镇第一小学

从教感言：有些路坚持

走下去，便会收获一路的风

景。

主要荣誉：广东省基础

教育教研基地佛山市小学

音乐学科基地成员，南海区

音乐中心组成员、南海区名

师工作室成员。多年来教

导的学生参加各级竞赛获

得国家级、省、市、区级金奖。

个人档案

■李立（右一）指导学生做粤剧身段操。 (通讯员供图)■朱晓芳。 （受访者供图）

桂江二中党支部书记、校长龙海平：

尚美教育 让孩子看见自己的成长

个人档案

姓名：龙海平

学校：桂江二中党支部

书记、校长

主要荣誉：正高级教

师，全国名优校长、全国特

色教育先进工作者、广东

省人民政府督学、广东省

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主持

人、佛山市“省级基础教育

领军人才”工作室主持人、

南海区中小学名校长工作

室主持人，华南师范大学

兼职教授，广东省中小学

校长培训中心兼职教授。

■校园科技节，龙海平（右四）与学生合影。 (通讯员供图)

民警进校园宣讲
安全头盔多重要

珠江时报讯（记者/梁凤兴通讯

员黄丽红）“你们乘坐电动车时要干

什么？”“戴头盔！”孩子们异口同声

地说。

9月14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摩

电安全教育课在狮山镇下柏小学举

行。这是学校联手罗村交警中队，围

绕摩电交通安全开展的“五进校园”

系列宣传活动，旨在通过强化宣传教

育、“小手拉大手”的形式，营造遵守

摩电交通安全规则的良好氛围。

课堂上，罗村交警中队宣传员

黄丽红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展示

近年来罗村社会管理处发生的典型

摩电交通事故，点出学生家长们常

见的不安全行为。

黄丽红用西瓜模拟人体头部，

邀请学生为西瓜佩戴安全头盔，用

锤子分别敲打，模拟头部撞击情

况。“不戴头盔，西瓜一砸就碎！我

们的脑袋就像西瓜一样，表面坚硬，

其实不堪重击。”同样的敲打，戴着

安全头盔的西瓜几乎完好无损，而

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西瓜则被敲得

四分五裂。

黄丽红提醒，交警查扣摩电骑

乘人员不佩戴安全头盔、超载行驶

等违法行为，是为了切实保障广大

市民的生命安全。她倡议学生化身

摩电安全宣传员，与家长们一起遵

法守纪，安全文明出行。

活动还进行了安全头盔捐赠仪

式。
文/珠江时报记者曾蓉

通讯员 李芳毅邓付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