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云区目前共有

5

大教育集

团、

5

个教育“微”集团和

20

个教

育联盟，集团化办学覆盖学校

（ 幼儿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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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中农村学校占到

72

所；

今年， 白云区挖潜新增公办义

务教育阶段学位数

7753

个、学前

教育阶段学位

11580

个，还解决

了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位

2484

个；

加大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力

度，其中分配到乡村

110

人，选拔

农村学校支教帮扶干部、 教师

85

名到乡村学校。 目前，四个镇的“三

名工程”工作室

（ 名校长、名班主任、

名教师）

达到了

39

个，占全区比例

37.5%

；

已遴选认定名校长、名教师、名

教师工作室主持人合计

35

名，“三

名工程”工作室增至

104

个；

引进高层次人才

9

名， 完成

1000

名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遴选培

养工作；

打造

251

所区级“一校一品

一特色”重点学校

责编：郑少山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2019.11.14��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3

⑤

外引内扩，白云教育展现“加速度”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徐珊珊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通讯员 郑久华

今年 8 月底，12岁的石马小学

毕业生黎同学参加了广州市铁一

中学白云校区的初一新生军训，在

这前一年， 他和家人还不知道自己

可以在家门口直升这样一所名校。

广铁一中白云校区开学， 合并

调整 9 所农村学校，高考本科上线

率连续 8 年持续增长，素质教育成

果在国家、省、市级多项比赛中荣获

奖项……今年， 白云教育发展进入

了集中爆发期。

白云区地广人多， 下辖 4 镇 18 街

道， 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于南部，

存在发展不均衡、 不充分的问题。 随

着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 这个现象正

在改变。

广铁一中白云校区项目于 2017 年

11 月签约落地白云， 初中部仅用一年

半时间便投入使用， 保证了今年 9 月

准时开学， 展示了非一般的“白云速

度”。 与此同时， 广铁一中白云校区高

中部也在加速建设中。 据悉， 该校区

总共开设 72 个班， 其中初中 36 班、

高中 36 班， 学生人数 2880 人。

同时， 在原有白云广雅、 白云华

附、 白云广附等一批优质品牌学校的

基础上， 白云区成功引入广东实验中

学、 广州市第六中学等省、 市属优质

教育资源， 在白云区中北部开办或托

管民办学校， 推进在江高镇引进六中

珠江学校办学事宜。

调结构、 改布局是白云教育应对

城乡教育均衡问题的核心思路。 实际

上， 与“外引” 名校相对应， 白云区

在推动区属名校“内扩” 方面同样给

出了优渥的条件。

培英中学创建于 1879 年， 是一所

国有公办完全中学， 该校历史悠久、

环境幽雅、 治学严谨、 品牌卓越， 作

为首批广东省一级学校、 首批广东省

国家级示范性高中、 首批广东省教学

水平优秀学校， 这所恪守“信、 望、

爱” 校训的百年名校高考成绩常年稳

居广州市前列、 白云区榜首， 被誉为

“白云区教育的名片”。 为继续擦亮培

英品牌， 2017 年， 白云区在岭南新世

界南区复办了培英中学初中部， 在白

云新城布局培英中学北校区， 将百年

名校培英中学的办学重心收回区内，

并以此为中心形成覆盖从幼儿园到小

学、 中学阶段的培英集团学校群， 为

白云区核心区域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

源。

此外， 今年白云区对 14 所中小学

校进行合并调整， 其中有 9 所为农村

学校， 组建黄石学校等一批九年一贯

制学校， 接收民航子弟学校， 加快区

内民办学校转型升级。

省市属名校

抱团落地白云

白云区是广州的常住人口大区，学

位需求是刚需。为尽最大努力解决来穗

人员随迁子女在白云区接受义务教育

的需求，白云区出台政策、明确分工，采

取“挖潜提质”的办法，全力扩充学位，

一方面逐年挖掘学校潜力，努力扩大公

办学校办学规模；另一方面，广泛调动

社会办学的积极性，积极扶助民办教育

发展，有力保障来穗人员随迁适龄子女

的入学需求。

2019 年，白云区通过新开办学校、

小区配套学校“民转公”、已有学校改扩

建的方式， 认定普惠性民办园 189 所，

挖潜新增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位数

7753 个、学前教育阶段学位 11580 个。

解决了来穗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位

2484 个， 为来穗人员安心在白云就业

提供保障。

优质公办学位提速扩充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并不能完全解

决白云教育的燃眉之急， 白云区练好

“内功”，探索教育集团化的方式，让好

的资源流动起来，互惠共享，进一步实

现教育均衡发展。

近年来，白云区以大手笔推动集团

化办学，集团化办学屡添新兵。目前，白

云区集团化办学全面铺开，让好的资源

流动起来，互惠共享，进一步实现教育

均衡发展。 今年，白云区新成立了教育

研究院教育集团、 白云中学教育集团，

对原有三大教育集团进行扩容，新增教

育联盟 15 个。目前共有 5 大教育集团、

5 个教育“微”集团和 20 个教育联盟，

集团化办学覆盖学校

（ 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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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其中农村学校占到 72 所，基本囊括

区内所有公办初中学校。此外白云区还

创新“同一党委、各自法人”的做法，解

决教育集团结构松散的问题。

广州培英教育集团是白云区教育

集团之一，成立至今， 集团内成员学校

不断增加， 目前已有 12 个独立法人单

位的成员学校， 学生近 13000 人。 以

培英中学为龙头， 学校每年举行的教

育年会、 教学开放日、 毕业班研讨会、

教育专家讲座等优质教育培训活动，

都会邀请各成员校的领导和老师来校

交流。 培英中学有关负责人表示， 学

校正在探索集团管理智慧化， 打造集

团特色课程共建共享管理系统，届时成

员学校之间的资源流动将更加低成本、

高效率。

广州大同中学是大同教育集团的

“龙头校”。 以体育课为例，大同中学组

织老师对集团下属集贤小学、116 中等

学校的体育老师进行专业培训，协助挑

选有资质的学生，定期辅导训练，为其

中的优秀者开启直升通道。

目前，白云区各教育集团内已经形

成龙头校示范引领、资源共享、业务指

导帮扶的发展模式，有利于盘活区域教

育资源，缩短成员校成长周期，让区域

内入学机会更公平， 教育资源更公平，

教育水平更优质。

依托集团化办学，白云教育水平稳

步提升。 今年，白云区学校中考成绩保

持全市优势地位，高考本科上线率达到

65.24%，实现连续 8 年持续增长。

集团化办学 盘活区域教育资源

除了学习成绩，学生家长们越来越

关注孩子的综合素质发展。 今年，白云

区素质教育成果喜人。

近日， 白云区在广园小学打响了

“书法进校园”三年计划的第一枪，计划

通过三年努力， 力争至少50%的中小学

学校打造成为“书法教育普及学校”，

2021年之前建成10所以上“书法特色教

育基地”学校和至少3个以上的“书法名

教师工作室”。 紧接着，在白云区属学校

全面普及足球运动的好消息也传了出

来，这些喜讯让学校师生、家长拍手叫

好。 广园小学负责人表示，该校将书法教育

作为“一校一品”来精心打造，有了“书法进

校园”计划的依托，孩子们能得到更多

名家指点，享受学习传统文化的快乐。

白云区打造了251所区级“一校一

品一特色”重点学校，今年1月，白云区

第三届学校素质教育成果展演活动在

中山纪念堂举办， 全区约600名师生展

演了22个文艺节目，充分展现白云区各

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施素质

教育的优秀成果。

其中，竹料二小的洪拳、清湖小学

的舞火龙、长红小学的醒狮、槎龙镇泰

小学的粤语讲古等校园特色项目，在国

家、省、市、区级多项比赛中荣获奖项，

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在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立德树人 素质教育成果丰硕

白云区第六届中小学校校园足球联赛闭幕式。

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和广州大学附属中学签约，合作开办广大附中实验小学。

数读白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