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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变化也给学生发展带
来了喜人的成绩，一批批优秀的协
和学子站上了全国大赛的领奖台，
一批批协和学子被评为“南粤优秀
少年”、“广东省、广州市优秀少年”
等。在全体协和师生的共同努力
下，学校被评为广东省“书香校园”

“科技活动先进单位”，“德润校园”
“书香校园”“科技校园”已成为协和
对外展示的三张名片。

从安徽芜湖到广州，孔祥明可

谓放弃过去所有光环“二次创业”，
他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跳出舒
适圈，重新再出发，这种感觉很
好。”

两年多来，孔祥明写了 200多
万字的工作笔记，这也是他 30年
从教养成的习惯，“我想把自己
30年的教育经验以及从中获
取的教育智慧献给广州，并用
自己的全部身心去做好一件
事——教书育人。”孔祥明说。

名校长来协和“二次创业”
他让百年老校焕发新活力

文/何宁 图/受访者提供

每天早上7：30，广州市协和小学校长孔
祥明准时出现在校门口，迎接前来上学的孩
子们。这是他任校长 20多年来保持的习
惯。“8月27日，我送女儿上学，孔校长在校
门口拿着话筒指挥家长们履行健康手续，同
样一句话他不停在重复。这是一位能俯下
身，冲在一线、乐于融进家长的校长，我们作
为家长真是深深被感动。把孩子送到这样
的校长所管理的学校中，我们真的非常放
心。”协和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张先生说。

8月 29日，协和小学召开了
新学期的家长会，孔祥明像往常
一样，把自己的手机号向全校学
生家长公布。张先生再一次被孔
校长这一举动所感动。

对于孔祥明来说，每天早上在

校门口迎接学生并非做秀，而是他
当校长二十多年总结出解决学校问
题的“捷径”。“校长在校门口站着，
真能解决很多问题。这让我和家长
有了面对面沟通和交流的机会，及
时回应家长关注的问题，化解对学

校安排的不理解；另外我们学校位
于交通要道口，校门前的交通状况、
来来往往的人群非常复杂，每天站
在校门口的我，时刻关注着门口的
一切，随时准备着第一时间做出应
急处置。”孔祥明说。

2017年，广州市教育局向全国
发出“英雄帖”，大力推进基础教育
高端人才的引进工作。截至目前，
共引进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 88
人。在广州这个新的舞台上，这批
高层次人才被委以重任。广州教育
部门把他们安排在关键岗位，还成
立了多个名校长、名教师工作室，
发挥他们的示范引领作用，为广州
教育带来新气象、新变化。

2018年2月，从安徽芜湖过来
的校长孔祥明成为首批引进的基
础教育高层次人才，带着“全国名
校长”、安徽省特级教师、人教版教

材编写专家等众多光环的他，来到
了广州市教育局唯一的直属小学
——广州市协和小学担任校长。

在安徽芜湖，孔祥明曾担任
过3所小学的校长，还兼任过教育
局副局长。他每新到一所学校，
都能在很短的时间让学校迅速崛
起，成为当地知名学校。此前他
所在的安徽省芜湖市育红小学，
获国家级奖项就有14项，特级教
师有10人。

孔祥明担任协和小学校长后
的两年多时间里，协和小学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协和

小学校园书香与科技彰显，传统
与现代相融，特色与个性兼具，充
满了浓浓的文化气息。

不过，在孔祥明看来，学校的
变化更重要的是老师的变化。两
年多来，协和小学教师自我发展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加强了，教
师专业的追求和发展的愿望被激
活了，越来越多老师走出了校园，
登上了更大更广阔的舞台，特别
是一些沉寂多年、几乎被遗忘的
老师，也焕发了对事业的热情和
激情，年轻教师也在学校提供的
各种平台上迅速成长。

以绳育人打造“强学之路”
她让学生从农村“跳”向国际

一条跳绳，改变了学校和学生的命运。2012年
起，一所原来不足150人的乡镇小学共获各级各类跳
绳运动赛事奖牌1000多枚、奖杯座800多个，培养出
33名跳绳世界冠军、5个国家级跳绳大师、2个世界
级跳绳大师，打破18项世界纪录……广州市花都区
七星小学因此被誉为“中国速度、七星奇迹”。

缔造这一辉煌的是在教育战线上奋斗了41年的
七星小学校长张有连，她以跳绳作为助推器，依托一
校一品工程打造“悦动和乐�绳文化”的特色品牌，
开辟了“强校、强生”的教育改革发展之路。

站在校门口迎学生是加强家校沟通的“捷径”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夏嘉欣

岑小林同学被誉为“光速少
年”，2016年以 30秒单摇跳高
达208次、2019年以30秒双摇
跳绳高达 105次的成绩打破吉
尼斯世界纪录，这位世界冠军
是如何诞生的？

2011年，岑小林转入七星
小学一年级，当时他性格内向，
成绩并不理想。张有连发现，
小林对跳绳有浓厚兴趣，便引
导他加入跳绳队。小林回忆：

“张校长很关心我，课内外辅导
帮 助 我 ，节 假 日 还 来 我 家 探
望。”在张有连鼓励下，小林与

跳绳结下不解之缘，性格逐渐
开朗，学习成绩也慢慢进步。

小林表示，张校长总是尽心
尽力为学生的成长发展铺路搭
桥，这点燃了他的斗志。2013
年，小林首次到市区参加大赛，
晕车的他呕吐不止。张有连急
忙安抚小林，将车上的脏污擦
拭干净，并让他不用参赛，好好
休息。然而，倔强的小林不愿
弃赛，“训练的时候更苦，现在
算什么？”缓过劲来，他在赛场
上生龙活虎，最终一人包揽4项
冠军。

爱生如子的同时，张有连还
为教师们暖其心、解其忧。赖
宣治教练告诉记者，自己初到
学校时人生地不熟，为了让自
己尽早融入学校，张校长常找
他吃饭、聊天，让他感到家庭的
温暖。

“要干好教育这一行，必须
有敬业和无私奉献精神。”多年
来，张有连身体力行，以校为
家。她表示：“教育的目的就是
要为学生一生幸福打好底色，
因此我时常思考、谋划学校的
发展蓝图。”

张有连认为：“发展体育特
色项目，可以让师生获得多元
体验，增强自信，进而打造成办
学特色和学校品牌内核。”

2010年，花都区举办第一
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张有连
发现，跳绳虽然小众化，但它器
材成本低，不限场地，还能结合
音乐、体操等元素进行艺术编

排，是学校打造“一校一品”工程
的好项目。2012年，学校将体
育特色重心转到跳绳上。2013
年，学校在区中小学生跳绳比赛
中一鸣惊人，以最少参赛人数获
得最高总分。从此，七星小学从
一所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学蜕
变为培养世界跳绳冠军的摇篮。

张有连介绍，跳绳项目不仅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锻炼
其心志。世界冠军张茂雪原本
性格内向，很少与人交流。在
一次全国跳绳联赛上，她一人
夺得10块金牌，赛后把所有奖
牌挂在了赖宣治教练脖子上。
赖宣治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
到她绽放出爽朗的笑容，让我
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因为我
改变了孩子的内心。”

在张有连看来，跳绳项目的

开展不应为了获得奖牌，而应重
视育人。2016年，她把跳绳体
育项目与德育密切结合，提炼出

“绳以育德、绳以健体、绳以启
智、绳以织美、绳以怡心”的教育
方针，营造“悦动和乐，为孩子一
生幸福奠基”的理念氛围。

随着学校的影响力日益增
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慕名前
来，学生从 150多人增至现在
400多人。中山
大学教授叶林等
多位专家参观七
星小学后均为学
校的进步点赞，
认为七星小学的
发展创造了农村
教育发展的新奇
迹，是特色教育
的典范。

爱生如子，为学生一生幸福打好底色

七星小学学生进行跳绳展示

每天早
晨，孔校长
都 会 在 校
门 口 微 笑
迎 接 师 生
进入校门

张有连与岑小林父子合影

“真开心，孔校长为我点朱砂！”

微改造让校园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

“跳出舒适圈再出发，这种感觉很好”

构建绳文化，打造品牌育人特色

“新中考”时代来临，明年广州中
考从录取方式到规则都将大变，录取
批次从7个变为4个、自主招生范围
扩大、非户籍生公办高中录取比例提
升至 8%-18%……考生和家长们请
提前“吃透”中考改革动向做好准备。

2018年 12月，广州市教育局
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
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实施有效
期至2023年12月28日。《意见》规
定，明年开始，广州中考录取批次
从7个批次变为4个批次。

原本的独立批取消，第一批次
包括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计划，
外语、艺术类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此外，还新增了中高职贯通培养五
年一贯制试点招生计划，中高职贯
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招生计划，中
职本科贯通招生计划，中等职业学
校（含技工学校，下同）省级及以上
重点特色专业招生计划。

原本在提前批的“指标计划”
变成了第二批，名称变为“名额分
配计划”。录取学校在原来的“公
办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基础上新
增加了“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

提前批统一计划变成了第三
批，其中包括：示范性普通高中学
校其他招生计划；引入国家、省、市
优质教育资源新建的普通高中学
校，经市教育局批准的部分招生计
划。后者是新增的，这些学校有可
能指的就是一些示范性高中的新

设分校和校区等。
剩下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二

批提前、第三批、第四批，全部整合
成第四批，包括了非示范性普通高
中学校其他招生计划、中等职业学
校其他招生计划。

根据 2019学年度《广州市教
育统计手册》，广州有高中119所，
其中，各级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
73所。早在 2017年，广州市就通
过了《关于新建一批广州市示范
性普通高中的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0年，广州示范性普通高中学
校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到 70所，
新增示范性高中学位约5.5万个，
示范高中学位占普通高中学位的
比例由 56%增加到 85%左右。从
现有数据看，非示范性普通高中
学校只剩下46所。预计未来一两
年，广州市示范性高中的数量还
会再增加。

批次的变化，结合名额分配与
自主招生的政策调整，预计高中学
校之间的层次差异会有所缩小，相
反班级之间的层次差异必然拉
大。未来中考填报志愿，除了考虑
学校本身的因素之外，还要多考虑
班级的影响因素。

在新的招生批次中，中
等职业学校招生在第一批和
第四批进行，即分两个阶段
完成：第一阶段是在广州市
招生录取系统统一录取，第
二阶段是学校自主组织生源
注册入学。具体录取办法由
市招考办制定。

《意见》指出，高等职业

院校的五年一贯制高职班的
招生考试工作由省教育考试
院统筹组织管理。根据省的
统一部署，开展中高职、中职
本科贯通培养改革试点，并
完善相应的招生录取办法。
中职院校将有更多机会吸收
优质生源，对于强化职业教
育具有重要意义。

市招考办表示，广州市职
业教育资源丰富，拥有一批办
学质量和就业前景俱佳的中
高职院校。随着高职院校扩
招和高水平建设加快推进，中
高职贯通试点规模持续扩大
和中等职业教育质量不断提
升，中职毕业生升学途径越来
越广，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明年，自主招生的高中从原来
的“经批准的示范性普通高中”扩大
到“经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可自主
招生”。2021年-2023年非示范性
普通高中自主招生比例不超过学校
招生计划的5%，示范性普通高中自
主招生比例不超过学校招生计划的
10%。自主招生对象为具有创新潜
质和学科特长的学生，体育、艺术、

科技等特长特色类型招生均纳入自
主招生范围。

自主招生学校扩大，意味着更
多学校可通过自主招生录取优秀
的学生，自主招生整体的录取名
额会增多。未来该批次的学校间
的招生竞争将会非常激烈，同时
可能也会对其他批次录取名额造
成挤压。

明年，“名额分配招生”放在录
取批次的第二批，名额不低于该高
中招生计划50％，对象是广州市户
籍生。

2021年-2023年招生学校新增
了省一级普通高中学校，名额分配
数量或将增多，重要性会越来越凸
显。而且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
作的指导意见》，从 2020年入学的
初中一年级新生起，普通高中学校
名额分配招生一律不得设限制性分
数线，也就是说名额分配的录取率
可能会提高。

名额分配即现行中考政策中的
“指标到校”招生。家长和考生需要
重点关注三个变化：

其一，与现行政策相比，除示范
性高中外，公办省一级普通高中也
被纳入了“名额分配”招生的范围，
参与名额分配的学校数量更多，影
响面更广。

其二，根据省厅相关文件的要
求，名额分配招生不得设限制性分
数线。预估指标使用的比例将会有
所上涨。对于户籍生而言，名额分
配批次的招生计划显得格外重要。
而参考现行的录取规则，校内的年
级排名可能会对该批次的招生录取

产生很大影响。
第三，随着指标招生比例的提

高，示范性普通高中统招生名额只
剩下原招生计划约 50%的学位，因
此通过统招方式进入示范性普通高
中的学生，竞争有可能更加激烈。

今年中考，可以看作不设限制
性分数的“演习”。今年录取分数普
遍上涨，一方面跟题目难易有关，另
一方面也跟大部分学校指标到校录
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降低、指标批完
成率高有关。指标批与统招批有类
似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指标批分
数线低，指标完成率高，流标回流给
统招批的名额就越少，呈现出的结
果就是推高了统招批的分数。

设想如果三年后指标到校不再
有最低分数线，学生、家长、学校可
从今年情况预见三年后的中考。

对于学生来说，指标生主要在
初中校内竞争指标名额，有机会
以低分入读名校。例如，今年有
考生 687分被广雅录取、700分考
上华附、695分进入省实、675分
进入执信。

对于学校来说，录取了不少低
于统招批分数的同学，如何协调学
习层次跨度，让学生可以共同进步，
是学校要面临的挑战。

普通高中招收随迁子女的比例
扩大。2021年-2023年是广州中考
改革的实施期。符合“两个有”的非
广州市户籍考生可以报考公办普通
高中。改革后，扩大普通高中招收
随迁子女的比例，由全市统一为8%
的比例调整为8%-15%或8%-18%
的区间。

具体为:省、市属和越秀、海珠、
荔湾、天河区属公办普通高中，招收
非政策性照顾的非广州市户籍初中
毕业生的计划为该校当年招生计划

的8%至15%；白云、黄埔、番禺、花
都、南沙、从化、增城区属公办普通
高中，招收非政策性照顾的非广州
市户籍初中毕业生的计划为该校当
年招生计划的 8%至 18%。区属公
办普通高中的具体比例由各区根据
实际情况确定，省、市属公办普通高
中的具体比例由学校自行确定。

对于非户籍生来说，这项政策
的出台无疑是一大利好，但在非户
籍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竞争依然
激烈，同学们也不可掉以轻心。

招生录取批次从7个变成4个

更加重视职业院校招生

自主招生高中的范围扩大

“名额分配招生”不设限制性分数线

非户籍生公办高中录取比例提升

明年新中考
录取规则大变
有何影响？

文/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实习生 曾颖仪

1.非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其他招生计划；
2.中等职业学校其他招生计划

独立批

原批次 新批次 新批次具体内容
1.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计划；
2.外语、艺术类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3.中高职贯通培养五年一贯制试点招生计划；
4.中高职贯通培养三二分段试点招生计划；
5.中职本科贯通招生计划；
6.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下同）省级及以
上重点特色专业招生计划

公办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和省一级普通
高中学校名额分配计划（即原本的“指标到校”）

提前批
指标计划

提前批
统一计划

1.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其他招生计划；
2.引入国家、省、市优质教育资源新建的普通
高中学校，经市教育局批准的部分招生计划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二批提前
第三批
第四批

第四批

第二批

第三批

第一批

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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