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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普通老师；但学校的每位教师都不甘当教书匠，努力做教育家。”也许，这
并非谦词，而是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了校长许贤苏所领衔的教师团队，及其身后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
小学，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改薄”学校，到今天远近闻名的教育品牌的成功本源：奇迹在平凡中缔造！

气质：新时代教育生态的守望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气质教育模式纪实 （上）
“佛山有一间魔幻学校，普通学生
进去，出来个个是由内而外、内外兼
修的栋梁青苗。
”
“佛山有一位神奇校长，16 年如一
日用大爱情怀，把一般资源变成优质
资源，把一般学校经营成品牌学校，
创造出跨越式成长的奇迹。
”
……
在我们踏上素以思想解放的锐气
和敢为人先的胆识而闻名的岭南水乡
佛山大地，找寻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
突破的新样本时，在不同的场合，教
育界的许多同仁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
许贤苏，并向我们推荐坐落于千年古
郡南海的大沥实验小学。
那么，许贤苏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
传奇校长？一所从农村孕育而生仅16年
的普通小学究竟创造了哪些教育奇迹？

【思想篇】
“气质”理念：

教育理想的新高地
“一无名校可以依托，二
无办学历史可以传承，三无
专家名师驻校指导，四无现
成经验可以借鉴。”一所乡镇
级民办小学的方向在哪里？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虽然时间已经
走 过 了 16 年 ， 但 时 至 今 日 ，
大沥实验小学校长许贤苏在
16 年前发出的这些苏格拉底
式的追问，仍然让人有些透
不过气来。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
革的时代背景下，大沥实验
小学需要快速找寻到教育的
本质，找寻到唤醒人格心灵
的规律，给出快速而正确的
答案。
什么才是教育的本质？
气质思想：弱校筑梦新起航
千年古郡，魅力南海；崇文重
教，文脉绵长，以兴学为乐，以耕读
为本，以知识为荣。
当时间踏入 2000 年的节点，世纪
之交，在素质教育全面推进，改革如
火如荼逐步深化的大背景下，广东省
的中小学教育也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
的轨道。
偏于一隅的大沥镇凤池小学被列
入了农村小学“改薄”对象，要在村
办小学的基础上，由大沥镇与凤池村
联合创办全日制寄宿学校——大沥实
验小学。
许贤苏，刚带领奇槎小学这所农
村小学成为“小学开展素质教育排头
兵”，又被委以重任，担任大沥实验小
学的校长，迎来了施展教育才华抱负
的崭新舞台。从此，立志在区域教育
改革发展中勇立潮头，打造品牌名
校，成为 16 年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无
怨无悔的追求。16 年燃烧的青春，跃
动的身影，演绎出一幅绚丽的乡镇小
学逆袭为品牌名校的成长图景。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社会趋势日
新月异，无论是南海民众对优质学校
的新要求，还是新世代学生的新特
点，都对小学教育产生新的冲击。这
一切变化都要求新时代学校的办学定
位与实施路径必须应时而变，顺势而
为，让自己的办学理念和教育理想与
时俱进，充满现代的气息，在本质上
适应当前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的需
要，在实践上契合区域教育的主张。
许贤苏及其团队反复琢磨，同时
参观名校、翻阅经验材料，吸纳了不
少先进的做法。“学校要办出特色，办
出响当当的知名度，才能让学生进得
来、留得住、吃得饱、睡得好，在德
智体美等方面都能健康成长。
”
进入 21 世纪，随着学校教育发展
越来越多元化和家长对学校选择性的
增加，国内教育市场竞争越来越激
烈，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竞争压力越来
越大。学校之间的竞争已演变成学校
品牌的竞争，品牌成为学校最宝贵的
无形资产。在大沥实验小学开业庆典
上，许贤苏就提出创办品牌学校的口
号，让全校教职工和来校的领导和嘉
宾为之振奋。
个性是品牌的生命。名校不在楼
高，不在地大，而在办学有特色，科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联合国教育研究课题 1 个，国家教育部
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等重
点规划课题 8 个，省级课题 11 个，佛
山市级课题 13 个。获奖课题成果共 45
项，其中获广东省教育创新成果奖共
10 项，成为最大的赢家。
科研确实让一批一批名师插上了
坚硬的翅膀，成为市级学科带头人、
市名班主任，如刘少君被评为佛山市
科学学科带头人，李红波、赵婕妤被
评为佛山市名班主任。
正如副校长李佩球所说：教育科研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快车道，是品牌学
校建设的闪亮名片，大沥实验小学将
继续坚持以教育科研为引领，以项目研
究为驱动，促进教育科研高端发展。

先进的办学理念，提升领导和管理学
校的能力，促进各地教育均衡发展。
大沥实验小学是首批中小学校长
培训实践基地，学校安排专门的负责
行政人员制定并落实挂职校长跟岗工
作表，从学校领导与跟岗挂职校长交
流气质教育办学特色，到中层干部分
享“扁平化”管理经验；从科研处介
绍教育科研具体做法，到生活部提供
多年的住宿管理规章条约。并且，每
天挂职校长的跟岗学习工作都有专人
跟进负责。
“我校目前已接待了 16 批共 53 位
中小学校长跟岗挂职，每一批接待工
作我们都安排了丰富的内容，从专题
介绍到主题研讨；从校内听课评课到
校外活动参与，挂职校长都虚心学
气质品牌：教育联盟声名播
习，全心投入。”许贤苏说，“挂职校
16 年岁月如歌，16 年风雨兼程， 长在当地是名校长，具有一定的管理
16 年春华秋实。大沥实验小学，这所
经验和独特的教育思考。”他表示，大
16 年前并不被看好的实验小学，一路
沥实验小学将全方位提供挂职校长在
走来，努力耕耘，逐步成长为名生辈
工作与生活上的便利，让挂职校长在
出、名师荟萃、社会认可、实力不凡
基地学校开心学习与工作，真情交
的品牌学校，以独特的气质散发出无
流，共同提高。此外，还接受了广州
穷魅力。
市卓越校长培养对象、肇庆市首批名
2015 年 4 月 28 日，广东省教育部门领导为许贤苏校长授予“广东省中小学校长工作室主持人”牌匾。
建校 16 年来，大沥实验小学完美
校长培养对象、广东省农村中心小学
地实现了由一所乡镇实验小学向区域
校长提高班学员、南海区小学校长任
品牌名校的嬗变：2000 年，被南海区
职资格培训班学员等共计一百余人。
研有成效，能给学生和家长极大的实
“这里所说的气质并不是心理学意
要成为教育家，教育科研的引领
定 为 “ 香 港 —— 南 海 ” 教 育 交 流 基
大沥实验小学正是这样敞开胸
惠，给教师极大的发展。
义上的，而是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气
必不可少。在大沥实验小学，一个特
地 ； 2001 年 ， 获 得 由 南 海 区 颁 发 的
怀，连接着外面的世界，希望把气质
“一 切 为 了 每 一 位 学 生 的 发 展 ”， 质。我们倡导的气质教育是对气质本
殊的部门：教育科研处，引起了我们 “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和“科技进步
教育的成功模式分享给更多的学校，
以学生为本是新课改的核心理念。并
身的培养，以及通过气质培养提升学
的兴趣。据该部门负责人介绍，教育
先进单位”称号；2002 年 6 月，被评为
更多教育工作者。
不是每一颗种子都可以长成参天大
生的人文品位和个性化特质。一个人
科研处具体负责全校的科研工作，引
广东省一级学校；2003 年、2005 年，
2016 年 3 月 25 日，一个春日的早
树，但花草也有它的价值和贡献。许
的气质是内部修养、外在行为谈吐、 领全体教师坚持不懈开展课题研究， 学 校 两 度 获 得 “ 广 东 省 吴 汉 良 基 金
晨，久违的阳光洒满了大地，大沥实
贤苏及其团队认识到，“因材成才”的
待人接物的方式态度等的总和。”许贤
把课题研究与常态教学研究有机融
会”二等奖；2005 年，成为广东省首
验小学的礼堂内掌声雷动，春意融融。
育人观要求教师将每一位学生都作为
苏向我们介绍说，“有气质”是指具有
合，实施“教育科研常态化，常规教
批“中小学校长培训实践基地”；2007
“广东省中小学气质教育经验交流
天才来培养，着重学生全面素质终身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修为；“有世界眼
学科研化”的策略，使课题研究成为
年 ， 获 广 东 省 书 法 教 育 名 校 ； 2009
会”在大沥实验小学礼堂隆重举行，
发展。同时学校也为全体师生搭设发
光”是指有开阔的视野、宽广的思维
教师自觉的行动。
年，成为南海区首批教育科研基地、 来自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韶关市始
展的平台，让全校教师能够找到适合
空间；“现代人”是指心怀开阔、善于
同时，在 2010 年，学校成立气质
首批校园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国际教
兴县、潮州市饶平县等区县的教育部
自己发展的位置和舞台。
合作，并具有较强的发展能力和竞争
教育研究中心，全面有序地开展气质
育交流基地；同年，被评为广东省巾
门领导以及广东、浙江、福建、山
直到现在，大沥实验小学在每间
力的人。
教育的研究和实施。
帼文明岗、“佛山具英语教育特色实验
西、江苏、广西等省区的中小学校
教室讲台上方鲜艳的国旗两旁，张贴
具体来说，大沥实验小学把“有活
《创建班级特色文化，促进学生个
学校”；2011 年，学校被评为广东省综
长，南海区内中小学行政代表，大沥
着“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和“为
力、有个性、有梦想”的气质学生，按
性健康发展》《小学生领导力培养的实
合实践样本学校、广东省现代教育技
实验小学家委会代表等近 500 人参加了
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等鲜红醒目的标
低、中、高年级分为三个层次，即大
践研究》《国际化视野下多元课程设置
术实验学校，全国环境教育先进单
交流会。
语，使全体教师明确认识到学生发展
方：阳光、自信、文明；大度：友爱、 与开发的实验研究》《小学生发明创新
位；2012 年，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语
肇庆市德庆县实验小学校长陈丽
的意义重大，要求全体教师时刻关注
真诚、胆识；大气：智慧、担当、卓
能力培养的课程建设研究》 ……随着
文教改示范校、中国教育年度影响力
云说：“气质校长成就气质学校，气质
每一位学生，时刻关注学生的心理情
越。“阳光、自信、文明、友爱、真
培养“气质学生”的研究不断深入， 机构；2014 年，学校被评为全国优秀
学校成就气质老师，气质老师成就气
绪、学习生活和情感体验，时刻关注
诚、胆识、智慧、担当、卓越”18 字标 “气质教师”“气质家长”的培养，以
家长学校；2015 年，被评为“全国科
质学生。佛山南海大沥实验小学是气
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人格养成。
准是学生气质由里到外最佳的体现。
及“气质环境”的营造，成为学校
学调查体验活动示范学校”……成绩
质教育的摇篮，更是中国气质教育的
“把学生培养成有世界眼光的有气
在学生气质培养过程中，大沥实 “气质教育”接踵而至的研究课题。
和荣誉的背后，浸透着全体大沥实验
鼻祖。
”
质的现代人”，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
验小学强调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主要
眼下就有 7 项课题在广东省省级立
小学人辛劳的汗水，他们迈着坚实的
在交流会上，佛山市南海区大沥
学生的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个性鲜明
通过实施“一四九”工程，使学生的
项，如：“开心发明”科学课程资源开
足迹，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
镇奇槎小学、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第
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气
综合素质得到提高，个性气质得到培
发与应用、小学英语读写资源开发与
“一位名校长，不但要自己成功， 二小学、肇庆市封开县金装镇中心小
质教育，一个石破天惊的教育理想就
养。一种形象：有气质的现代人形
应用、国际教育课程资源开发与应
还要帮助别人成功。名校长的优势在
学、韶关市坪石镇金鸡小学等十一所
这样呼之欲出，澎湃而来。
象；四个习惯：自觉的学习习惯，“大
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的语用研究
于自身产生的巨大辐射作用、帮扶作
学校结成“气质教育联盟学校”，实现
从此，一幅波澜壮阔的发展蓝图
成”的思维习惯，绿色的生活习惯， 等，涵盖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研究方
用，从而产生个人影响力。”许贤苏在
强强联合的大发展，让气质教育之花
展现在世人面前：以“创特色名校， 关注世界的习惯；九项素养：能说一
向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同时，小课
育世纪英才”为办学宗旨，把学校办
口标准的普通话；能说一口流利的英
题研究也成为该校教师的群众性运
成“有特色、高质量、现代化”“集实
语；能演奏好一种乐器；能画一幅好
动，多项小课题获市区优秀成果奖。
验性、示范性于一体的现代化窗口学
画；能写一手漂亮字；能掌握好一项
由许贤苏校长主持的国家教育部
校”，实施“一四九”气质教育育人模
健身技能；能掌握一些信息技术基本
门重点课题 《构建以美育为核心的校
式，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加强学生个性
技能；能掌握一定的科技探究方法； 园环境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把美育
化培养，给学生充足的自我发展空间， 能具备一定的领导才能。
教育与校园环境文化建设及学校气质
培育“有世界眼光的有气质的现代人”。
不仅学生有培养方向，教师气质
教育高度融合，获得广东省中小学教
气质教育，就这样筑梦起航，沿
也有明确的目标。打造“有智慧、有
育创新成果二等奖 （全省获一等奖仅 1
着“广佛黄金走廊”在南粤大地绽放
情怀、有形象”的气质教师队伍。倡
项），成为佛山市近年来立项层次较高
光彩。
导教师以优雅形象引导学生，以健康
的国家课题之一。也是该校近年来获
身体影响学生，以良好素养熏陶学
奖档次最高的课题。
气质定位：特色办学铸一流
生，以一流专业提升学生，以良好人
许多教师以“问题即课题”为切
“大沥实验小学，用两年的时间做
缘吸引学生。“热情、高雅、合作、智
入点，以课堂教学诊断及评价为切入
了别人十年时间要做的事情。”广东省
慧、谦卑、卓越”是教师气质的具体
点，研究课堂设置、教学组织形式、
一级学校评估组的专家曾这样惊叹到。 要求。打造“有能力、有格局、有威
教学方法、教育资源开发等，取得专
在 2001 年被评为“佛山市一级学
望”的行政班子，“睿智、正直、协
题研究成果后，又把课题研究成果应
校”之后，建校第二年，大沥实验小
作、果敢、担当、大气”是行政气质
用于课堂教学，促进学校和师生协同
大沥实验小学许贤苏校长向广州市卓越小学校长培养对象赠送个人专著。
学就被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同时
的具体要求。
发展。
许贤苏被确定为广东省“百千万人
还有家长气质目标：努力让家长
教师们所撰写的课例反思、教学
才”培养工程名校长培养对象。
与师生及学校发展同行，使家长成为
后记还为教育科研提供了第一手的资
南海区教育部门“名师办”组织召开
绽放在全省各地。
两年时间，十年效益，从一个昔 “有爱心、有承诺、有思想”的新型家
料，并极大丰富了科研工作的内涵。 的名师工作室工作交流研讨会上鼓励
2015 年 11 月，肇庆市封开县气质
日的农村改造薄弱学校发展成为现代
长，家长气质具体要求是“耐心、责
教育科研与实验和课堂联系起来的目
彼此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教育现场会在金装镇中心小学如期举
化示范性窗口学校，这种速度不仅仅
任、尊重、热情、大度、智慧”。
的，不但是为了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
“欢迎各位挂职锻炼的同行，来到
行，来自市内外部分学校校长、中小学
是一种进步，正如在互联网时代的颠
气质学生，气质教师，气质课堂， 与发展，而且同时也为了提高教育科
我们大沥实验小学。气质教育是大沥
教师和学生家长代表共 400 多人，这次
覆式逆袭，裂变式生长，更是一个奇
气质校园，气质家庭与气质家长，融而
研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实小办学特色，挂职期间我们真切感
活动展现了该校开展气质教育、满足学
迹。难怪引起专家团的啧啧称赞。
汇之，就是整所学校的气质目标。
2015 年 11 月，语文 《一课三读， 受到师生的气质风采。”2005 年 11 月的
生的个性需求、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焕
奇迹的诞生绝非一个偶然，正如
从信息化教育特色，到艺术教育
有效阅读——小学语文“一课三读”阅
一天，广东省内挂职锻炼的校长中期
然一新的精神面貌，受到教育部门主管
同冰山永远只让人看到它雄伟的一
特色，从强化英语教育，到教育科研
读教学高效课堂模式研究》、英语 《环
总结汇报工作在大沥实验小学举行， 领导及广大学生家长充分肯定。
角，大沥实验小学之所以能够成为南
引领，到完整的气质教育，大沥实验
环相扣，搭建支架，构建知识学习网
在大沥实小挂职锻炼的 4 名外地校长以
几年来，河北、四川、江苏、海
粤名校，恰恰就是其独特的定位。
小学一直在寻找一条适合自己的特色
络——小学英语“环扣式”以读促写
主人公姿态迎接了来自全省各地 60 余
南、山东、山西、浙江、深圳、广州
“气 质 教 育 是 一 张 闪 亮 的 名 片 。” 办学之路。如今，学校在南海，在佛
教学模式的研究成果》 两个学科的课
名挂职同行，他们双重身份的工作汇
等省市及香港、澳门等地的教育考察
谈及“气质教育”，许贤苏滔滔不绝， 山，在南粤杏坛扮演着教育改革成功
堂教学模式成果效果显著，入选佛山
报得到了与会同行的好评及省培训中
团共 3000 多名教师和专家学者陆续到
者的角色，领导的褒奖，社会的认
热情洋溢。他说：“气质教育是素质教
市中小学“有效教学”专项研究优秀
心导师的肯定。
大沥实验小学来参观、考察、观摩。
可，家长的信赖，全体师生的倾情奉
育的一种形态，它指在教育中要将学
成果选集 《有效教学的追寻与超越》。
这次到大沥实验小学跟岗挂职锻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献，使大沥实验小学成为了远近闻名
生培养成为由内而外、内外兼修的人
只有把教师从教书匠培养成学者
炼的 4 名校长来自韶关、清远两地，挂
园。大沥实验小学的气质教育之花，
的教育品牌。
才。”他强调，个性化培养是一种因材
型的教师，并且激励他们迅速成才、 职 时 间 为 3 周 。 据 了 解 ， 自 2005 年
芬芳浓郁，花香四溢，已然洒满了郁
施教、激发潜质，帮助人实现自我成
成名，才能继而培养出现代化的、高
起，广东省教育部门在珠江三角洲筛
郁葱葱的南粤大地，沁入五湖四海教
气质科研：深度研究领方向
长、自我超越的教育模式。气质教育
素质的人才。名校培养名师，名师培
选一批名优学校为“广东省中小学校
育人的心脾。
的根本指向就是个性化成长，而个性
养英才，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长培训实践基地”，并赋予基地学校指
（吴中辉 殷德渊）
“不当教书匠，要当教育家”，大
化培养是气质教育的一根主线。通过
这也是大沥实验小学扎实开展教育科
导校长开展实践锻炼的职责，之后每
沥实验小学的教师们说，这是许贤苏
开展气质教育，学生形成全面发展基
研工作的重要目的。
年安排 2 至 6 名农村中小学校长深入基
（本报近期将刊发 《气质:新时代生
校长最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础上的独特性。
16 年来，在学校开设的课题中 ， 地学校，挂职锻炼，拓宽视野，学习
态教育的守望》〈中〉，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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