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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之美”——王永
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颗扣子”

王永是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
传媒学院英语教师。她把英语教
育教学改革、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英语人才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
先后用了10年时间构建起《英语
读写译》课程教学体系。

出生干部家庭的王永，不仅
擅长英语教育教学，而且以身作
则主动引导学生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借助课堂教学、微
信交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帮助同学们“扣好人生
第一颗扣子”。春雨润物细无声，
她既是知识传授者，也是学生的

“引路人”。

“善教之美”——刘心华
潜心育人，精心施教，静

心教研

刘心华是东莞高级中学数学
教师。在平凡的岗位上，刘心华
潜心育人、乐为人梯，创造了不平
凡的成就。怀着“成绩重要，成人
更重要”的理念，他像灯塔一样陪
伴、指引学生成长。从教 31 年，
当了12年的班主任，不让一个学
生掉队。

在教育科研方面，刘心华既
是领路人也是排头兵。主持省、
市课题，发表论文，指导青年教师
……他在岗位上默默耕耘，积极

发挥传帮带与示范引领作用；教
学上更是锐意进取，创设生动课
堂，以幽默的教学风格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

“情怀之美”——刘向前
升起学生心中的太阳

刘向前是东莞市第一中学语
文教师。从教30年，他如火炬一
般点燃学生心中奋发上进的正能
量；提供舞台让学生尽情展现才
华，升起心中的太阳。

“向前班”是班委会以刘向前
名字中“向前”二字命名，而他如
同班级名字一样，引导着他的学
生约束自我，树立报效家国的理
想信念，成为社会进步向上的“正
能量”。

“亲和之美”——向晖
学生心目中最温暖的

“向妈妈”

向晖是东莞市东华初级中学
语文教师。人如其名，向晖总是
用太阳般的热情，温暖着身边的
人。从教25载，向晖始终保持心
中有爱，眼中有光。

她是学生心中温暖的“向妈
妈”，学生需要的时候，她放弃与
丈夫团聚机会，第一时间出现在
学生身边；各种节日，带零食与学
生分享；学生生病，煲汤煲药……
小事大爱，向晖总是将学生放在
第一位。

“奉献之美”——杨俊成
患眼病十年，半失明状

态仍坚守岗位

杨俊成是东莞市沙田实验
中学语文教师。从教 37 年，不
畏岁月、不惧病魔 ，杨 俊成在
讲 台 上 依 旧 激 情 满 怀 。 他 是
学生眼里的好老师，也是同行
心中的好榜样。

2010 年 因 病 导 致 视 力 弱
化，杨俊成从此进入了半失明
的状态 ，教学难度直线攀 升 。
但 没 有 什 么 可 以 阻 挡 一 颗 教
书育人的炽热之心，他只要一
到课堂 ，便青春焕发、活 力十
足 ，教 学更 是妙趣 横生 ，受到
学生热捧。

“担当之美”——陈春景
甘做一棵胡杨，坚守边

疆育桃李

陈春景是东莞市樟木头中学
信息技术教师。三年两度援疆支
教，他是教育的传播者、文化润疆
的践行者，也是民族团结的使者。
天气干燥，沙尘飞石，教学环境艰
苦。面对诸多挑战，他凭着胡杨
一样坚毅的精神，在教育的土地
上细心灌溉，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引导孩子们稳步成长。胃病、腰
疾、亲人住院……他默默吞下一
切苦楚，援疆期间没有请过一天
假，至今依旧坚守在5000多公里
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五
十三团中学。

“执着之美”——陈爱华
打造乡镇小学品牌教育

梦的二十年坚守

陈爱华是大朗镇黄草朗小学
校长。陈爱华从教22年，视工作
为乐趣，把工作看做人生价值的
追求。

28岁那年，陈爱华成为巷头
小学的校长，这一干就是 14 年。
而作为一位女性校长，她同样承
受了家庭与事业双平衡的压力。
付出终得回报，巷头小学从一所
普通的乡镇小学一跃成为全国有
影响力的信息化品牌学校。

2020 年，陈爱华踏上了“二

次创业”的新征程——到黄草朗
小学任校长。她坚信，只要热
爱 事 业 ，就 一 定 能 以 责 任 担
当 、拼 搏 求 索 投 入 到 每 项 工
作 ；只要激情澎湃 ，就 一定能
在不断求索、排疑解难中找到
最优路径。

“爱心之美”——钟雪松
让特殊孩子的生命之花

精彩绽放

钟雪松是东莞启智学校特殊
教育教师。面对折翼的天使、失
语的精灵，钟雪松无怨无悔，26
载执着地坚守特教初心，用爱照
亮他们前行的路。

到宿舍整理内务，帮学生梳
头发、剪指甲，周末到学生家中家
访……钟雪松热爱特殊教育事
业，坚守“为每一位残疾孩子的幸
福人生奠基”的初心，深爱着每一
个特殊孩子，不是母亲，胜似母
亲。她用心启智，用爱浇灌，带出
一大批优秀学生，所带的班级多
次被评为文明班、先进班级。

“筑梦之美”——谢志伟
让孩子在舞蹈中高飞

谢志伟是东莞市长安镇中心
小学舞蹈教师。

因材施教，以舞传情。谢志
伟潜心教学和创作，从教18年以
来硕果累累，帮助更多的孩子实
现了舞蹈梦。源于对舞蹈艺术
的热爱和匠心，他一心扎在讲

台和舞台上，积累了大量的教
学和编创经验。他先后创作了
50 余部原创作品，用舞蹈传播
中华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用舞蹈艺术浸润孩子的心灵。
他真情付出、潜心育人，让孩子
在舞蹈中高飞……

“仁爱之美”——黎敏
见义勇为树榜样，万里

援疆立功劳

黎敏是东莞市纺织服装学校
服装专业课教师。从教13年，他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持教育初
心。2011年的冬天，黎敏偶遇海
外友人的 4 岁女儿落入水中，他
毫不犹豫跳入水中将落水者救
起。黎敏勇救落水儿童这件事，
不仅在国内产生了良好影响，也
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黎敏与新疆也有着不解之
缘。他积极响应学校的号召，
带着对家人的不舍与挂念，去
到新疆图木舒克市职业技术学
校，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援疆
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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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为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推动东莞奋力打造“品质教育”，在全社会营造浓
厚的尊师重教氛围，2021年东莞市“最美教师”推选
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经全市范围逐级推荐、专家初
审、网络投票、现场评选、社会公示，从9.49万名东莞
教师中遴选出王永、刘心华、刘向前、向晖、杨俊成、陈
春景、陈爱华、钟雪松、谢志伟、黎敏10名东莞市“最
美教师”。他们用“最美”生动诠释热爱教育的思想境
界，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立足平凡、追求
高尚的美好情怀，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的职业精神，展
现出高尚的师德和当代东莞教师的精神风貌。

今天是第37个教师节，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东
莞“最美教师”站上领奖台，接受嘉奖。

文/图 余晓玲 东教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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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揭晓，今日接受嘉奖

目前，随着规划提升的深
入，更多基础配套设施相继建
成投用。近日，记者驱车往返
大迳、新围两村发现，片区沥青
马路宽敞阔亮，青山碧水一览
无余。

记者走访了解到，规划提
升也带动当地村民致富增收，
村民荔枝种植收入逐年提高。
大迳村村民、荔枝种植户李秋
福告诉记者，随着大迳环境的
提升、冰荔品牌的打响、荔枝文
化的挖掘，大多村民种植荔枝

的平均年销售收入为 8 万-10
万元，最多可达百万元。

“我们的工改式项目将依
托青山绿水资源，瞄准大健康
产业，充分发挥优势，争取村集
体的利益最大化。”黄全成告诉
记者，大迳工业园工改工项目
经规划提升后，占地达200亩，
立足于引进医疗制造、生物医
药产业，打造生物医药科研中
心，预计建成后可为大迳每年
带来3500多万元集体收益，相
比现在增加一倍。

陈冰也表示，接下来，新围
社区将在产业方面合理布局社
区的居住区、工改工的高端产
业区、生态文旅区，提高集体经
济的造血功能。同时通过政府
与村民的共同努力，形成新围
特色荔枝文化，为下一步荔枝
小镇的建设打下基础。远期还
计划扩大云雾茶的种
植面积，同时利用
优质的山水资源条
件，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

发挥生态优势
统筹土地资源

厚街大迳村、新
围村经规划提升携手
迎来“蝶变”

一年前，广东省城乡规划
设计研究院规划师黎智枫从
广州驱车来到东莞市厚街大
迳村、新围村，经过前期调研，
他兴奋地发现，在有“世界工
厂”之称的东莞，居然还有保
存得如此完好的山水资源
——它背靠大岭山森林公园，
面向横岗水库，是厚街镇位于
山水之间的传统村庄。

2020年 6月以来，由“广
东省院+东莞市院”联合编制
完成的《东莞市厚街镇试点片
（大迳村、新围村）村庄规划》
成果正在让厚街大迳村、新围
村焕发生机，被外界熟知。经
过规划提升，两个山水相依、
血脉相亲的荔枝村充分发挥
乡村生态优势，“携手”统筹土
地资源，腾挪“扩容”，释放出
发展新动能。如今，两村村民

眼前的“青山绿水”正在向
长久享用的“金山银
山”加速转变。

黎智枫 2020 年 6月起开
始担纲东莞市厚街镇试点片
（大迳村、新围村）村庄规划
的编制工作，他对完成大迳
村、新围村村庄规划项目充
满信心，因为在此之前，他还
负责编制过大迳村、新围村
创建东莞市特色精品示范村
的规划。

“没来这里之前，对东莞
的印象就是各个镇街发展是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形成
了‘城非城、村非村’的城乡
空间形态。”黎智枫告诉记
者。可是，到大迳村、新围村
走访调研后，他开始兴奋起
来，甚至有种相见恨晚的感
觉，“大迳村、新围村片区保
存完好的山水资源，刷新不
少规划师们对东莞的认知”。

在欣喜之余，黎智枫感到
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如何
平衡好两村迫切的发展诉求
和保护好山水生态资源的关

系成为团队必须直面的课
题。值得欣慰的是，两村党委
班子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通过卫星航拍，可以看到大
迳、新围一片绿色，大片的山
地、荔枝林是我们的金山银
山。”据大迳社区党委书记黄
全成介绍，从区位看，两村地
处广深科技走廊上，是粤港澳
大湾区的后花园；而且，两村
都是客家人居住村，人文相
同，血脉相亲，都是远近闻名
的荔枝村。经过交流沟通，
两村党委班子都觉得这是千
载难逢的机遇，错过这轮规
划 提 升 ，可 能 要 再 等 很 多
年。而在黎智枫看来，大迳、
新围两村的地理区位、乡村
风貌、经济水平、特色产业等
要素相近，又是传统的革命老
区。两村共编村规，可以有
效地把两村的资源进行统
筹，发挥公服设施、商业设施
和自然山水的规模效应。

两村“携手”统筹资源，加强规模效应

策划统筹/唐波 秦小辉
文/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辉
图/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村容整洁村民增收，村集体收入逐年增长

省市镇发力腾挪“扩容”，发展民生壮大产业

说干就干。2020 年 6 月
起，在两村党委班子及村民支
持下，规划编制团队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调研走访。那时，规
划师们最忙的一天工作超过
10个小时。调研完后要同市、
镇、村三级汇报沟通，基本上
每周都要往返广州至东莞一
次。

“规划编制中主要的挑战
在于即使两村联合，但产生的
能量还是有限。”黎智枫指着
一张地图如是说。大迳社区
党委委员黄国良坦言，由于两
村有 93.1%村域都是生态线、
农保区、林地等，两村集体经
济发展受到限制，而村一级又
无法主导规划提升，“我们就
希望通过省、市、镇推进两村
调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腾
挪土地空间，恢复我们的造血
能力，发展经济，提高村民的
福利和生活水平。”

“经过提升后，我们村最
大的动能将是大迳工业园工
改工项目。”黄全成摊开一张
规划图纸表示，该项目现状是
生产性厂房，但是多为 3-4
层 ，土 地 利 用 率 低 ，功 能 混
乱。多年来，村里一直想引进
一些高附加值的高新科技企
业。同时该项目相邻横岗水
库，此前地处一级水源保护区
范围，近年来，随着东莞推进

“供水一张网”整合工作，东江
成为厚街镇饮用水水源，横岗
水库的历史任务完成，项目所
在区域降为二级水源保护区，
也为项目控规调整带来重大
契机。

然而，项目规调还需要有
用地指标。“这次规划提升也
为 两 村 新 增 了 不 少 用 地 规
模。”据黎智超介绍，其中，包
括省级规划提升试点村庄奖励
的70亩的用地规模、市里划拨
同意的村庄农具房等现状建设
用地指标以及厚街镇发展生
态文旅项目统筹出的用地规
模，如健康产业小镇和华源学
校用地。数据显示，经过试点
规划提升后，大迳、新围两村
新增约100 公顷建设用地。

“这些新增用地规模将坚
持存量优先、民生优
先、产业优先的原则
建设实施。”黄全成告
诉记者，这些地将主
要用于新围幼儿园文
化广场、九名山停车
场、大迳社区中心等
项目建设，同时建设
华源学校、屠宰厂等
重大民生设施，打造
广东省荔枝特色小镇
和现代化农业茶叶公
园，积极推动健康产
业小镇项目建设等。

同时，依托大迳黄潭村红色革
命老区红色资源优势，还打造
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建设红色
旅游路线。

据新围社区党委副书记陈
冰介绍，规划提升后，该片区
将迎来直通高速时代。“现状
中，从番莞高速出口尚未开
通；规划提升后，从番莞高速
下来直接连通规划的体育路，
经新围直达大迳，两村路程大
大缩短。”陈冰说，目前，这条
路 正 由 市 交 通 局 统 筹 建 设
中。接下来，待番莞高速年底
通车、新的规划路建成后，从
广州、深圳中心区到两村只需
要一小时。

“核心价值观”主题小景

村民在公园散步村民在公园散步

大迳村口雕塑

航拍厚街大迳村、新围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