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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佛山中行联合相关

单位一同走进三水区乐平镇横

岗村，围绕基础金融知识普及

和金融风险防范开展“金融知

识进万家”主题活动。一方面，

佛山中行从村民日常生产生活

中所涉及到的金融知识出发，

着重宣导国债下乡、存款保险

制度、防范反洗钱、防范非法集

资等基础金融产品服务和知

识。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各类

金融诈骗案件高发态势，该行

工作人员积极借助上门探访、

现场讲解、派发手册等形式，向

村民开展防范金融诈骗案例宣

讲。同时，佛山中行还通过走

访市场，为村里的个体工商户

解读金融扶持政策等，让村民

也能及时掌握利好政策和该行

扶持方案。

村民普遍认为，将金融知识

送下乡不仅为他们提供了方便，

也消除了他们对日常金融活动

的疑惑，切切实实为群众办了实

事，纷纷为活动点赞。为切实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进一步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佛山

中行高度重视金融知识普及工

作，着力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

养，今年以来聚焦重点人群、融

合线上线下，深入社区、校园、企

业等开展金融知识系列宣教活

动，年内已累计开展各类宣教活

动160多场次，触及金融消费者

约20万人。

（招卓臻）

佛山中行积极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活动

推广

佛山市粤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对禅城区

佛山一环东侧、弘德北路西侧、横三路北侧地块商住

项目（1~18号楼及地下室）图纸修改方案及相关设

计内容进行现场公示。利害关系人对以上事项有异

议的，应在公示结束前提交书面意见。

行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

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依法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申

请举行听证会应在公示结束前提出书面申请。

公示时间：2022年10月31日~2022年11月

10日（共10天，首日不计）

意见反馈的部门：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

联系电话：83139625

电子邮箱：zrzygs@chancheng.gov.cn

规 划 调 整 公 告
本人陶务军（男，身份证号码：452223197712131512，

户籍广西壮族自治区鹿寨县平山镇芝山村北寨屯15号之一）

在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银河村委会大杏村四队租用农田种植

蔬菜。2021年11月，本人购买了没有标签的农药，并对种

植的葱进行喷酒，采收和销售上述葱，上述葱及无标签农药样

品均检出有“三唑磷”成份，不符合GB2763-2016《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规定，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

定，危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

向南海区人民检察院交付赔偿款人民币 28000 元。

[（2022）粤0605刑初1943号]
现本人已认识到错误，公开真诚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今后，本人会以此为戒，吸取教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

部门的规定，请社会公众监督。

赔礼道歉人：陶务军
2022年11月9日

赔 礼 道 歉 书

桂城文翰中学教师胡茵：

打造深度课堂让学生成为主人

姓名：胡茵

学校：文翰中学

从教感言：

坚持理想，追求卓越

主要荣誉：南海区“基础教

育领军人才培养工程”学员，先

后被评为“南海区教育系统十佳

教师”“南海区名师（骨干教师）”

“桂城街道语文学科带头人”“南

海区优秀青年教师”“南商基金

教学能手”“南海区潜能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检测优秀辅导教师”

等称号。曾获佛山市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课例被评

为部级、省级优课。

人物档案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无
论是对2017年新建而成的文翰
中学，还是对语文教师胡茵而言，
这句话都意义深重。在这所拥有
厚重历史而面貌崭新的学校里，
胡茵从初出茅庐的教坛新秀，成
长为学校语文科组长、级长，乃至
桂城街道的语文学科带头人，在
科研、教学上不断收获荣誉和认
可，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品质课堂。

从教十年，胡茵经历过两次
提前结束产假回校工作，把一次
次“不可能”的课题研究变成教学
成果，以“开荒牛”的姿态赋予新
教师直面困难的勇气……作为青
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胡茵在工作
中表现突出的原因，可从她的座
右铭“坚持理想，追求卓越”中窥
见一斑。

■胡茵在辅导学生。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今天，我们要上新闻消息

写作的课程。”一个秋日的上午，

胡茵来到班里上语文课。台下

的学子们人手一台平板电脑，无

论是课前小测还是课堂练习，他

们的答题结果都会被系统收录

并进行分析，方便老师针对易错

点和难点进行重点解读；老师也

会将课堂资源下放，学生可以不

拘泥于讲台上播放的课件片段，

而是选择自己需要的部分进行

重点学习。

这是一个深度课堂实例，

也是胡茵近年来与学校教学团

队的重点教研方向。作为深度

课堂实验项目组长，胡茵带领团

队勇担责任，不断探索，荣获南

海区深度课堂论文评比一等奖，

以及“深度课堂优秀集体奖”。

同时，她也是南海区新基础教育

实验教师，共承担五次语文新基

础教研课，担任新基础班队活动

备课组长。

如何将自己研究得出的教

学教研成果应用到学生身上，发

挥真正的效果？胡茵以上述消

息写作课为例进行阐述：课堂

上，在引导学生了解消息写作的

类型、技巧和注意事项后，她让

学生根据命题进行写作，并与同

桌交换，互相“诊断”对方消息的

优缺点。这就是课堂上的“重心

下移”和“生生互动”，让学生真

正成为课堂的主人，而不是被动

地学习知识。

“这节课老师让我们把一

篇课文通讯改成消息。我和同

桌互换后，发现了各自存在的

不足，就可以互相学习，查漏补

缺。老师巡堂也会即时点评，

让我们在掌握消息写作知识

后，立马就懂得如何运用技巧

进行写作。”初二（1）班的王雯

雯说。

新课标之下，强调的是“任

务群大单元”。胡茵也对这一理

念进行了巧妙运用，她将本应在

一个单元内学完的新闻课，扩展

成一个“小记者训练营”，“小记

者”们在学会阅读新闻和新闻写

作后，就会迎来“终极任务”——

真实新闻采访。“11月正好是学

校举办体艺节的时间，我让学生

共同设计一份班级报刊，就以体

艺节采访报道为主题，以此引导

他们主动投入学习，树立明确目

标。”

2012年，胡茵从华南师范大

学毕业，成为平洲一中的一名教

师。从教10年，她亲历了一中、

四中合并为文翰中学的历史，在

学校加速转型的同时，她也在转

型。

身为“二孩妈妈”，胡茵回忆，

自己的两次生产，都是提前一个

月左右结束产假回到学校。

第一次经历发生在 2017
年。那年9月，文翰中学正式投

用，本该休产假到10月的胡茵提

早回校，担任语文科组长、电子书

包实验班的语文教师。恰巧这

时，她被选拔参加语文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大赛，备赛的时间非常

紧迫。“当时白天处理教学工作，

晚上宝宝睡了后，还要熬夜看课

例和资料进行准备。”胡茵回忆起

当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最

终，她的付出得到了回报，获得佛

山市语文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一等奖。

2021年5月，生完第二个宝

宝的胡茵再次提前结束产假。当

时，学校因为人员调动，缺一名语

文老师，得知情况的她决定回校

投入工作。此时，她开始担任七

年级级长和深度课堂两个实验班

的语文老师。当时学校刚参与南

海区的新基础教育实验，作为年

级长的她，承担了大量的课程调

配工作，也在这一年内连续五次

承担区级公开研讨课，在校内起

到示范带头作用。

“胡茵老师是一名具有教育

情怀的智慧型教师。”评价胡茵的

敬业，文翰中学语文主管李职贵

以一个细节进行佐证：“教师入职

后一般只需要在前三年手写教

案，后面就可以使用电子教案了，

但胡茵老师10年来一直坚持手

写教案，如果没有对学生的全身

心投入，不可能做到如此细致。”

担任过语文科组长、如今身

为级长的胡茵，更想把自己一路

成长的收获和经验带给年轻老

师。“最近上课时有没有困惑或者

难点？”“这篇课文的教学，大家有

什么创新的想法？”会议室里，胡

茵亲切地询问着几位年轻老师。

本学期，她的重点工作是培养新

基础教育方面的年轻人才，在繁

忙的工作中，她总是努力抽出时

间，听听老师们对授课的想法。

“这学期我们要上新基础教研

课，心里有点没底。胡茵老师经常

对我们加以指导，从她那里，我学

到了很多。从教学内容、教学技巧

到跟学生的课堂互动，她都给予了

我很多启发，也让我更有信心把课

上好。”文翰中学初二年级语文教

师张佑明说。

“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教师交流

活动，比如青蓝工程和教师培训讲

座。作为培训讲师，我今年重点给

大家分享一个概念——成长型思

维。”胡茵说，刚接触成长型思维

时，她感到非常惊喜，学会了把困

难当作挑战，从中学习更多知识。

因此，在新教师培训时，她把这一

概念分享给了老师们：“希望大家

共同成长，在文翰中学这片教育热

土上不断成长！”

创新教学方法

新闻写作课变“小记者训练营”

工作认真尽责

两次提前结束产假回校“救火”

文/珠江时报记者罗炽娴

传授教学经验

培育新基础教育人才

珠江时报讯（记者/罗炽娴通讯员/
周艳怀）11月9日，石门实验学校迎

来第23届体育艺术节。本届体艺节为

期三天，除了长短跑、跳远跳高等传统

体育项目，还有水果拼盘、艺术插花、古

风系列设计大赛、文艺晚会等丰富活

动，为学生搭建展示青春风采的平台。

相较往年，本次体艺节凝聚了全

校师生更多巧思和心血，蕴含了学校

的育人智慧。今年活动主题为“扬长

教育，出彩人生”，每一项活动设置的

初衷，都是为了让学子能找到自己擅

长或感兴趣的项目参与。如田径运动

会除了个人项目，还设置了30人接力

赛等集体项目，让更多学生有展示自

我的机会。

本届体艺节还将举办爱心义卖活

动，倡导同学们亲手制作艺术品，感受

劳动乐趣，并对劳动成果进行义卖，感

受帮助他人的快乐。

“有爱有趣”是本届体艺节的一大

亮点。学校设置了教师趣味项目，也

有师生和家长一起参加的活动，实现

家校协同育人的效果。活动期间，学子

们可以运用巧思设计作品，可以拼尽全

力为班级荣誉而战，也可以在运动场上

为同学呐喊加油，还可以与老师、家人

携手，在广阔的舞台展示风采。

据了解，南海石门实验学校是佛

山第一所实验类学校，建校23年硕果

累累。当前，学校正在搭建扬长实践

基地，设立两个扬长节日，以五大扬长

活动为抓手，设置百门扬长精品课程，

让学生扬己之长，展现才华，进而实现

扬长育人目标。本届体艺节正是践行

了这一理念。

新学年开启仅两个多月，石门实

验学校已在全校、各年级范围内开展

多场不同类型的精彩活动，为学子成

长赋能。本学期开设扬长课程近百

门，学生们纷纷选择自己的“心水课

程”；在数学群英会、英语歌曲合唱等

“扬长大擂台”上，学子们轮番登台秀

出风采。此外，还有治愈心灵的“扬长

班会”、大咖云集的“扬长大讲坛”，让

学子们直呼获益匪浅。

石门实验学校迎来第23届体育艺术节

搭建广阔“舞台”让学子展示风采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
通讯员/张葵芳摄影报道）11
月8日，2022年丹灶镇中小学

生运动会田径比赛开幕式暨教

育特色项目展示活动在有为小

学举行，汇报中小学生教育特色

项目，全面展示学生体育运动水

平，展现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

上的风貌。

运动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拉开帷幕，运动员、裁判员等依

次入场，步伐矫健、队伍整齐划

一。他们昂首阔步，英姿飒爽，

以高涨的热情和饱满的姿态迎

接运动会的到来。

《狮魂》《南粤武韵》《快乐足

球》……现场，各中小学分别展

示教育特色项目。这些项目均

为丹灶落实“双减”政策背景下

的教育成果，展现了丹灶推动

“一校一特色”取得的实效。

开幕式上，丹灶镇教育发

展中心主任何永绍介绍了全镇

体育教学工作开展情况和取得

的突出成绩。何永绍介绍，近年

来，丹灶镇教育处于高位发展，

中考综合成绩、学校的现代化装

备水平、德育教育、劳动教育等

均在南海区教育综合评估中获

得好评；课程建设和学校特色建

设成效明显；各学校注重体育工

作的改革与创新，树立以人为

本、健康第一的理念，体育教学

水平、体育竞赛成绩不断提高，

学生身体素质得到全面增强。

同时，丹灶不断完善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和体育器材配套，提升运

动场馆的档次，为学校的体育教

学和同学们的体育活动提供了

良好条件。

何永绍表示，希望通过活

动让各学校、运动员之间互相交

流、共同提高、增进友谊、增强团

结、促进发展，同时活跃校园氛

围，让校园文化生活更丰富多

彩。

接下来，为期两天的丹灶

镇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将

于金沙中学进行，分为小学组、

初中组，开展短跑、接力跑、跳

高、跳远、铅球等多个项目，鼓励

运动员们发扬“更高、更快、更

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运动精

神，展示出自己的水平和风采。

丹灶镇中小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开幕

各校教育特色项目精彩纷呈

■《快乐足球》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