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凝“新”筑梦育桃李 奋进教育新征程
珠海高新区全力办好优质均衡人民满意的高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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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新气象。高新区新
建学校的颜值令学生、家长惊
艳。不仅环境优美，教室、功能室
配置也非常先进。步入珠海市文
园中学礼和校区，不仅有设计科
学、布局合理、装饰美雅的教室，
学校还设置了心理室、实验室、社
团活动室、书法室、广播室、音乐
室、舞蹈室等。面朝大海的“海景
小学”——珠海中山大学附属第
二小学更因设施先进、颜值出众，
开学前已经火爆社交平台。

在学生家长的眼中，不仅学
校漂亮了、硬件好了，教育理念、
教学“软环境”等也都实现了质的
提升。“成为‘网红’学校不是我们
的追求，内涵式办学才是学校的
真正‘硬核’！我们的目标是要以
一流的教学质量办一流的学校。”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小学执行
校长桂聪表示。

据了解，高新区各校新学期
纷纷设置了不少极具创意的课
程，建立了课后服务“1+X”模式，
凸显高新区办学定位、教育理念
的高品位。如中大附小通过“家
委会+学校”共同管理的方式引
进第三方培训机构，按照学生的
兴趣开设趣味体育、艺术启蒙、音
乐畅想、头脑风暴等课程；金鼎一
小和唐家小学结合学校少年宫活
动项目，为学生提供多元服务内
容，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礼和小学
开发创新“430”课后特色课程，
利用每周一至周五的课后四点半
时间，开展语言表演类、音乐类、
舞蹈礼仪类、科创益智类、美术
类、体育类六大类课程；金鼎中学
开设丰富多彩的社团选修课，内
容涵盖人文素养、艺术素养、心理
与运动、信息与科学、思维素养等

五大类共47门课程，进一步提升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质
量。

围绕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总体
发展目标，高新区开发了基于机
器人和人工智能教育的高新区地
方特色课程，培养信息化教学创
新队伍，建设区级信息技术与科
技创新骨干教师共同体，承担特
色课程教学任务，带动高新区特
色课程项目在各校的实施。今年
上半年，三所学校分别编写校本
特色课程，在申报省级2.0专项科
研课题中《区域中小学校信息技
术地方特色课程的行动研究》成
功立项。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创
客、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
等竞赛活动，被珠海市推荐参加
广东省中小学科技劳动实践活动
的作品数量达25项，较去年提升
了9项，提升率达78.6%。在8月
广东省第22届青少年机器人大
赛中获佳绩，全省17个地市330
多支队伍1300多名师生参加竞
赛，高新区共有中大附中等5支
队伍入围省赛，并获得一等奖1
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1个的好
成绩。

高质量师资力量，是高新区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据了
解，今年以来，高新区共招聘140
名在编教师，其中研究生学历占
比83.5%。高新区还继续开展名
师培养工程，打造1-2个市级名
师工作室，集中发挥名师示范、辐
射、引领作用，培养特级教师、正
高级教师等名师，着力构建区域
名师骨干矩阵。

依托全区23个学科中心组，
高新区还建立健全教师分层、分
类、分岗精准培训体系，将全区骨

干教师组成教研共同体，自主开
展针对性教研等活动，形成常态
化学习机制。实施“教师三力提
升行动”，以激发学习动机、指导
学习方法、强化重点突破为导向，
研制教学评价量表，持续开展“同
评一节课”“一师传一课”等多样
化的课堂教学评价活动，并对课
堂评价数据进行深入解读、分析
与诊断，有效提升教师课堂评价
力。

为提升教育教学水平，高新
区充分发挥区合作办学优质资源
优势，利用与香洲区结盟学校资
源，以“高效课堂”研究与实践为
区域教研课题研修方向，一方面
引领学校分科组开展校本主题研
修，另一方面由学科兼职教研员、
名师牵头，引领优质学校与薄弱
学校的相同学科组建研修共同
体，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积极研究
探索整合国家、地方、学校的三级
课程，并借力区外专家团队，引领
学校构建与实施开放性、动态性、
多元性的“一体三性”学校课程体
系，重点探索国家课程校本化、校
本课程特色化、实践活动课程化，
满足学生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
需求。

为梳理出教育发展的不足
之处与发展方向，针对性“补短
板”，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开展
教育质量监测；继续对区属公办
中小学开展督导评估，从而促进
全区教育工作整体水平得到不
断提升。

教育成就民生幸福，关乎区
域发展后劲。展望未来，高新区
将持续凝聚优质资源，合力办好
优质均衡人民满意的教育，筑造
更宏大的梦想。

采写：本报记者 宋雪梅 摄影：本报记者 吴长赋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珠海高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民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加大资金投入，改善

办学条件，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努力实现高新区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
近一年来，高新区聚焦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紧迫性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从总体目标、重点

任务和组织保障三方面谋篇布局，实施教育“标杆学校”打造、“凤凰名师”培育、“五育并举”等计划，着
力提高教育发展质量，全力提速学校建设，聚力解决产业工人子女入读公办学校问题，办好让人民满意
的教育，努力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教育，教育工作正在加速从“有学上”向“上好
学”转变，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同时成为高新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新名片和硬实力。

9月1日，高新区品牌初中
名校——珠海市文园中学礼和
校区正式开学迎新，320名新生
身着崭新的校服陆续报到，开启
高新教育的崭新篇章。

珠海市文园中学是广东省
一级学校，是珠海公办中学的

“领头羊”，在群众中享有良好的
口碑。作为高新区北围片区第
一所公立初中，珠海市文园中学
礼和校区的开办将惠及该片区
周边近5万名居民。“家门口就能
让孩子享受到优质公办教育，为
高新区点赞。”开学当天，陪同孩
子前来报到的家长开心地表示。

教育是区域发展的火车
头。随着近年来区域快速发展，
高新区常住人口集聚效应明显，
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
大。而北围片区作为高新区智
慧产业集聚区、产城融合示范

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更加
强烈。

今年3月，高新区管委会与
珠海市教育局、香洲区人民政府
签订协议，引入市内优质教育资
源，通过文园中学名校办分校、
集团化办学的方式，由珠海市文
园中学派驻核心管理团队、骨干
教师，选派优秀教职员到珠海市
文园中学跟岗学习等方式，进一
步加强与珠海市文园中学教师
交流，打造品牌初中名校珠海市
文园中学礼和校区。

“高新区积极回应辖区人民
群众对优质教育的热切期盼，开
办珠海市文园中学礼和校区，让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
高质量教育。”珠海高新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薛飞表
示，该校区的设立也是高新区实
施人才友好青年友好行动计划，

不断提升人才就业环境的务实
举措。

据悉，“十四五”期间北围片
区将新增4所幼儿园（可提供学
位1710个），提高公办学前教育
供给量，满足企业员工和产业工
人子女入学需求，助推北围片区
产城融合，推动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

借力优质教育资源办品牌
学校作为高新区提升教育质量
的关键一招，被写进了《高新区

“教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方
案》，该方案是《珠海高新区教育
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具体落
实的重要一步。着眼教育发展
实际，珠海高新区希望通过与知
名高校办学校、市内名校办分校
等途径，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版图。

今年以来，高新区持续深化

与中山大学在义务教育阶段的
合作，将新建前环片区小学，委
托中山大学管理，冠名为珠海中
山大学附属第二小学，9月1日
已正式开学。

与此同时，高新区还在与北
京师范大学签署协议，在委托管
理金鼎中学的基础上，增加委托
管理金凤小学，将北京师范大学
的教育资源服务向辖区小学阶
段延伸，两所学校采取一个法
人、两个校区的办学模式，探索
紧密型集团化办学模式。

据了解，高新区将持续发
挥市内优质学校品牌优势、教
育理念、办学优势和管理经验，
推进打造质量高、有特色、多元
发展的标杆学校，探索国企办
园模式，推进标杆幼儿园建设，
推动全区基础教育全面高质量
发展。

教育不仅事关国家发展和民
族未来，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今年以来，高新区紧扣“产
业第一”，产业发展按下了“快进
键”。为加快产业工人集聚，助
力企业加快发展，8月9日，珠海
高新区发布《珠海高新区2022
年秋季学期产业工人子女入读
公办学校工作方案（试行）》，明
确从2022年至2024年提供约
6000个公办学位，让产业工人
子女“有学上、上好学、择近校”，
集聚高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强大动力。

“这项政策真是及时雨！感
谢珠海高新区政府部门帮我解
决子女的就学问题，让我可以安
心扎根高新长期发展。”珠海光
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主
管杨林激动地表示。

这一为产业工人量身定制

的“硬核”举措一经推出，不仅受
到市民连连称赞，也增加了企业
引才留才育才的底气。采访中，
高新区多家企业负责人表示，不
少产业工人自带“流动属性”，而
子女入学问题则是影响产业工
人去留的一个重要“砝码”。“如
今，有了好政策的加持，外来员
工能够安心在企业上班，提高了
职工队伍的稳定性”。

“此次《方案》的出台，是高
新区紧扣‘产业第一’积极落实
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举
措，对于调动产业工人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激发产业工人
扎根高新、立足本职、钻研技术、
提高技能的热情将起到积极作
用，从而助推高新区产业高质量
发展。”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局长
李保卫表示。

为此，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前

期做足了调研功课，摸清底数，
最大限度满足产业工人家庭子
女就学需求。据计划，2022年
珠海高新区秋季学期为产业工
人子女安排学位1420个，其中
小学学位1120个、初中学位300
个；2023 年不少于 2000 个；
2024年不少于2500个。

“为了配合此项政策的落
实，高新区还将加大相关师资配
置，仅此一项，区里每年就要多
投入3000多万元资金。”李保卫
表示：“下一步，我们还将在产业
工人的工作生活、健康安全、交
通出行等方面加大政策倾斜力
度，切实提高产业工人的职业荣
誉感和社会认同感。”

为健全全区学位攻坚保障
机制，稳步推进教育建设，高新
区成立了学位攻坚行动领导小
组，制定了实施方案，研究审定

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学位攻坚行
动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督促推进
学校建设进度，统筹推进全区基
础教育学位攻坚行动。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结合自身工作职责，
优化学校建设审批流程，开辟加
快学校建设的“绿色通道”，实现

“联审联批、容缺审核”，全方位
保证学校建设进度。

薛飞表示，教育公共服务
水平的高度，是衡量一个区域营
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也是区域招
商引资和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
标配。让高新区每一个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高
水平、高品质的教育，是高新区
每一位父母的热切期盼，也是高
新区以群众期盼为导向，增进民
生福祉、努力推动教育公平、推
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宜居品
质的务实之举。

引进优质资源 深化合作办学

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出台新入学政策“礼遇”产业工人

努力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解锁新课标 蓄能再出发

坚持“课堂为基”推动教育创新

崭新的珠海市文园中学礼和校区。

珠海市文园中学礼和校区迎来首批新生入学。 新生认真听课。

开学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