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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团队

1.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黄耀坚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0.03

部门职务 校长
专业技术
职务

中小学一
级教师

学历 本科 学位 手机号码
13380238
580

通讯地址
及邮编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528231

工作简历
（重点填写
与项目建设
相关的经
历）

2002 年至 2005 年在盐步镇教育办公室工作，主管少先
队、共青团、关工委工作；
2005 年至 2012 年在大沥镇教育局工作，主管德育、少先
队、共青团、关工委、信息学工作；
2012 年至 2016 年在大沥镇教育局工作，主管基建、安全
工作；
2016至今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校长

主要学术、
教研成果

信息学共同体的课堂特质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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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1 黄耀坚 男 197003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校长
中小学一级
教师

2 潘荣斌 男 196602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书记
中小学一级
教师

3 郭浩基 男 196409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副校长
中小学副高
级教师

4 龙焕权 男 196807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主任
中小学一级
教师

5 曹有恒 男 196307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主任
中小学一级
教师

6 古斌 男 197601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主任
中小学一级
教师

7 张葵 男 197706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团委书记
中小学一级
教师

8 丘玉玲 女 197208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教师
中小学一级
教师

9 吴志贵 男 197412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教师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0 钟国栋 男 197412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教师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1 陈泳何 女 198505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教师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2 罗小燕 女 197303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教师
中小学一级
教师

13 林骞 男 197111
大沥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

教师
中小学一级
教师

3.项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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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耀坚：领导项目全面实施。长期主抓大沥镇学校德育工作，对社区与家校融和

教育有较深的研究，对项目高度重视，资金到位，领导力强，组织和谐

团队做好项目工作。

潘荣斌：强化党建工作，监督项目实施。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获

国家级、省级奖励；重视党建工作，强化理论学习，提升党员素养，指

导和监督项目工作。

郭浩基：指导项目实施，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获国家级、省级奖

励；驻点3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指导得力，创建和谐团队投入

项目工作。

龙焕权：规划和落实项目实施，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获国家级、

省级奖励；驻点3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规划到位，落实有方，

推广有效。

曹有恒：做好项目后勤工作驻点3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后勤保障有力，

服务措施到位。

古斌：做好项目人力资源工作，驻点3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

人力资源调配得当，师资提升水平快速。

张葵：落实项目经费收支工作，驻点3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

      严格落实经费收支，服务到位

丘玉玲：驻点5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积极与社区联动，工作细致，推广

有效。

吴志贵：驻点5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积极与社区联动，工作细致，推广

有效。

钟国栋：驻点5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积极与社区联动，工作细致，推广

有效。

陈泳何：驻点5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积极与社区联动，工作细致，推广

有效。

罗小燕：驻点5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积极与社区联动，工作细致，推广

有效。

林  骞：驻点5个社区，做好资料收集工作。积极与社区联动，工作细致，推广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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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单位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西路 88号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单位联系人
姓名

龙焕权 单位联系人电话 13702962123

单位简介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创办于 1984年，包括大沥校

本部、盐步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3662平方米，建筑面积

2875平方米，有 3个电脑室，共 200多台电脑，所有课室

配备先进的教学平台，可满足多学科多媒体演示示范教

学。学校现在读 300多学历提升学员，每年短期培训量达

16000人次以上。学校教职员工 27人，其中在编教师 15人

（硕士研究生 1人，本科生 14人）。此外，学校每年外聘

请兼职教师约 20多人。

学校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原则，以“四个结合”为

导向（即培训以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集中培训和

分散指导相结合、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相结合、自行组织

与部门联动相结合），通过与社区服务中心联动，联同区

社区学院规划、协调、总结和推广镇各社区的社区教育工

作，开展全员、全程、全方位一系列提升居民素养的教

育。学校与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开放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合

办学，让大沥镇的居民提供不用到高校，也可以在家门口

接受学历提升教育。学校长期开设电工、会计人员继续教

育等培训班；定期与镇相关部门联动，开展保安员培训、

安全负责人等短期培训。学校作为大沥镇党员干部的重要

培训基地，积极参与党校建设，是全镇党员干部“充电”

的好去处。

学校先后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学

校，被广东省教育厅评为省实施燎原计划先进单位和省级

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被佛山市教委评为佛山市

骨干成人学校，佛山市社区教育先进单位,2018年还牵头组

织申报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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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单位（如无可留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3.多元协同建设机制

（填写多个单位间的分工情况、项目参与情况和协同建设机制，如只有

1个建设单位，此栏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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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础

（一）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是公办学校，由财政拨

款，有独立法人代表，负责本地区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 

（二）学校每年通过与镇内社区服务中心联动，联同区社区学院规

划、协调、总结和推广镇各社区的社区教育工作，开展全员、全程、全方

位一系列提升居民素养的教育。 

（三）符合“五有”基础

1、学校挂牌有大沥镇委员会党校、南海区老干部大学大沥分校，南

海区大沥镇社区学校，南海区大沥镇老年大学，南海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基地等；

2、有场地，拥有可持续使用的、相对固定的学习场所；学校包括大

沥校本部、盐步两个校区。占地面积 3662平方米，建筑面积 2875平方

米，有3个电脑室，共200多台电脑，多功能会议室1间，其他场室有 30

间，所有课室配备先进的教学平台，能满足面向周边的社区居民提供学习

支持服务。

3、学校教职员工27人，其中在编教师 15人，职员12人。教师学历

全部达标，硕士研究生1人，本科生14人，拥有双学历的3人，高级教师

2人，一级教师 11人，双师型教师 2 人。此外，学校每年外聘请兼职教

师约 20多人。校长是基地负责人，设书记1人，副校长1人，主任4人；

4、学校与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开放大学等高等院校联合办学，让大

沥镇的居民提供不用到高校，也可以在家门口接受学历提升教育。学校长

期开设电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等培训班；定期与镇相关部门联动，开展

保安员培训、安全负责人等短期培训。学校作为大沥镇党员干部的重要培

训基地，积极参与党校建设，是全镇党员干部“充电”的好去处。学校现

在读 300多学历提升学员，每年短期培训量达 16000人次以上。

5、学校每年办公和专项经费约 110多万元，按照政府的预算收支，

有独立的财经制度和审计制度，拥有能够支撑基地可持续发展、建设的经

费保障制度和基本运行制度，确保基地正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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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学校以“导师制”为抓手，以“挂点直联”为依托，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动大沥镇乡村现代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村容村貌、融入乡规民约、融入文化生活，深入开展文明素养涵育行

动，大力推进崇德乡村、好学乡村、孝义乡村和乐善乡村建设，着力打造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1、导师每年到社区指导不少于 2次，开展 “敲门行动”， 开展为

民服务践初心活动，上门与社区人员谈心，了解社情民意，积极指导社区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

    2、指导和引领社区特色教育共建，努力引领社区共建一批有影响力

的特色社区教育品牌不少于 5个。

3、每年指导社区开展全民终身学习周。

4、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家庭教育、艺术素养、朗诵、老年教

育、党建培训、育婴培训、乡村防疫、垃圾分类、乡村卫生、家庭消防安

全、企业微课培训、生活茶艺、中国传统节日、微信使用技巧、智能手

机、农村电工、法律、健康养生等不少于 100多个课程。

5、有组织的开展常态化党建培训，举办了社区治理人才、青年党

员培训、基层支部书记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社区“两委”干部镇机关、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培训等

学习班不少于 10场。

6、每年开展安全教育，技能培训，学历提升不少于 1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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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思路

教育部等九部委《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指

出：“社区教育学院（中心）、社区学校应配备从事社区教育的专职管

理人员与专兼职教师。加大社区教育工作者培训力度。发挥社会工作专

业人才在社区教育中的作用，探索建立社区教育志愿服务制度”。

本项目基于大沥镇有共有 42个社区居委会，在开展社区教育中，社

区工作人员对社区教育专业认识不足，社区教育专职人员没有专门培

养，平时缺乏专业训练，专业队伍涣散、水平参差不齐。大沥镇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作为大沥镇的社区学校，是居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桥梁。

如何更高效和科学地与 42个社区进行联动，是高质量实施社区教育的关

键。我校以“挂点直联”方式，开创“镇级导师制”,行政干部和教师挂

钩社区，开展培训和指导社区工作，使镇内 42个社区都有社区教育专业

导师进驻，定期调研，工作的指导跟进，有效地解决了“镇校与社区”

脱节，补齐社区师资弱的“短板”，使 42个社区开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

育的覆盖率达 100%。

一、共融教育发展， 校社合作谱新章

学校每个老师挂点社区，以专业的知识成为各社区社区教育的“导

师”，导师随时与社区沟通，了解社区教育情况，做好总结推广工作。全

校教师深入各个社区，开展 “敲门行动”， 开展为民服务践初心活动，

上门与社区人员谈心，了解社情民意，用实际行动作表率，通过开展“挂

点直联”，把社区的“短板”补上，形成和合互通，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社

区教育网络，使社区各类教育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二、共商全民学习，精心规划齐推动

每年借助全民终身学习周，导师深入社区，指导各直联驻点单位，开

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教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

三、共建社区品牌，倾情筑梦谋热点

   在推动全镇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中，各社区的社工在社区教育方面

做了大量的基层工作，但由于提炼、总结能力不足，社区打造学习热点、

学习群体、学习品牌欠佳。导师以切入社区工作重点和热点为突破口，对

各社区进行特色挖掘，充分借助地域文化优势，引领社区特色教育共建，

努力引领社区共建一批有影响力的特色社区教育品牌，

四、共享免费课程，线上学习随时学

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家庭教育、艺术素养、朗诵、老年教育、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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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培训、育婴培训、乡村防疫、垃圾分类、乡村卫生、家庭消防安全、企

业微课培训、生活茶艺、中国传统节日、微信使用技巧、智能手机、农村

电工、法律、健康养生等100多个课程供市民免费学习。

五、共促乡村振兴，技能培训聚人才

学校作为大沥镇党员干部的重要培训基地，在镇委的领导下，发挥场

地优势，积极参与党校建设，开展常态化党建培训，举办社区治理人

才、青年党员培训、基层支部书记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发展对象、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社区“两委”干部镇机关、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

党员培训等学习班。

学校要落实“一户一名大学生工程”，引导考不上普通高校的青年不

要过早放弃学业，继续参加开放式的社区教育来接受高等教育，学校继续

与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开放大学等大中专院校联合开办行政管理、电子商

务、国际经济与贸易、幼儿教育、乡镇企业管理、会计学、行政管理等多

个专业。

每年社区的安全工作尤为突出，学校要因势利导，定期开展安全教育

活动，为社区居民、干部、管理者提供专题讲座。

我校努力拓展老年学校，制定老年学校招生方案，向社区居民提供免

费书法、剪纸培训。采用外部引进，内部联合的方式，从各企业事业单

位、学校等单位，聘请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学科技术带头人、先进模范人

物，采取专、兼、聘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健全的老年学校“师资库”，充

实老年学校的师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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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建设方案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教育部等九部门

《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为指引，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

“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快乡村振兴”的工作目标，促进

我镇居民全民终身学习、形成学习型社会，以提高我镇居民思想道德素

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职业技能。

（二）工作目标

学校以“导师制”为抓手，以“挂点直联”为依托，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动大沥镇乡村现代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村容村貌、融入乡规民约、融入文化生活，深入开展文明素养涵育行

动，大力推进崇德乡村、好学乡村、孝义乡村和乐善乡村建设，着力打造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三）工作措施
1、开展党建引领行动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充分发挥“党校+成校”的优势，积极参与

党校建设。将学习型社区建设作为创新推动社区发展治理的重要途径和抓

手，开展常态化党建培训，举办各类社区治理人才、青年党员培训、基层

支部书记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社区

“两委”干部镇机关、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培训等学习班，提

高村干部履职能力，全面实施村居两支后备队伍“千人培养计划”。通过

开展系统、多元、丰富、优质的培训活动，让管理者更好为社区教育服

务，提升居民素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2、开展思想引领行动

我校积极配合区委宣传部讲师团、区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团、区总工会

讲师团等，落实送课到基层服务，做好线下辅助服务工作。让更多的正能

量走进村居，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居“三融入”：融入村居环

境、融入村规民约、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把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传播

到万千农户。

3、开展文明涵育行动

我校的导师深入社区，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资源，引领社区推

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村容村貌、村规民约。结合村居环境和建筑风貌特色，

灵活运用村居当地历史、名人、典故、谚语、民俗元素，建设一批核心价

值观主题公园、墙绘、景观；积极参与村居志愿服务组织，引导村居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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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之星、学习型家庭、学习型村居、学习型企业、最美村居志愿者医

生、最美乡村教师、有为青年、新乡贤、道德模范、好家风好家训、寻找

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挥着身边榜样感召作用，建设崇德乡村、好学乡

村、孝义乡村、乐善乡村。

4、开展文脉传承行动

我校利用大沥镇非遗项目与村居联动，积极开展文明、健康、科学的

农村文化娱乐方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充满乡土气息、富于时代精神。利

用修缮活化的古村落中村宗祠家庙、家塾书院、镬耳屋民居改造成的村史

馆、乡贤馆、民间博物馆，花会、灯会、庙会、歌会等文化活动载体，引

导村居常态开展科学、文化、法治等培训。打造盐步社区 “老龙”和大

镇社区“田园风光”成为社区教育基地，让农村成为有故事、有人情味、

能留住乡愁的地方。

5、开展品牌创建行动

结合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我校积极联动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切入社

区工作重点和热点，针对各社区的特色没有专门的研究和归纳，对各社区

进行特色挖掘，充分借助地域文化优势，引领社区特色教育共建，努力打

造嘉怡社区的“融和文化”、白沙社区的“藤编文化”、、盐步社区的

“龙舟文化”、沥雄社区的“七一空间”、凤池社区的“五十一工程”等

等。

6、开展导师培育行动

学校采用外部引进，内部联合的方式，从各企业事业单位中聘请一些

党政领导干部、学科技术带头人、先进模范人物，采取专、兼、聘相结合

的办法，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的“师资库”，重点培育担负社区“私伙局”

的导师和负责人，举办群众社团活动师资培训班，吸纳更多的有一技之长

的各行各业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组成一支门类齐全、教学经验丰富稳定的

兼职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志愿服务队伍，为社区教育输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

7、开展全民终身学习行动

大沥镇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体要求，我校要指导各社区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学习活动。每年组织好垃圾分类、插花、手工制作、戏曲、健康养

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健康、消防安全、社区趣味运动会等各类课

程学习和教育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提早组织好国家、

省、市、区级“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社区教育老年

教育先进单位、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先进工作者、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工作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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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志愿者、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工作优秀通讯员的推荐和评审工作。

8、开展技能提升行动

社区的安全工作尤为突出，学校要因势利导，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为社区居民、干部、管理者提供专题讲座，举办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并

进行现场演练；与镇安监局举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以及高空安全

作业考证班、焊工、保育员、电工安全考证班等。继续与相关的机构做好

“粤菜师傅+南粤家政”的培训工作，大力引进不同类型的群众喜闻乐见

的项目。继续加强学校微信公众号的社区教育免费课程，让居民终身学

习有更多的途径。

9、开展免费课程学习

   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免费课程。内容包括家庭教育、艺术

素养、朗诵、老年教育、党建培训、育婴培训、乡村防疫、垃圾分类、乡

村卫生、家庭消防安全、企业微课培训、生活茶艺、中国传统节日、微信

使用技巧、智能手机、农村电工、法律、健康养生等 300多个课程，这些

课程供市民免费学习。

10、开展学历提升行动

为了推动“一户一名大学生工程”，让家家户户年轻人都能上大学，

引导考不上普通高校的青年不要过早放弃学业，继续参加开放式的社区教

育来接受高等教育，让村居民在家门口也可以参加高校培训。学校继续与

华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国家开放大学联合办学，注重学员管理，提

升学员素质为重任。

（四）宣传推广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校要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

体，加大对项目实施过程的正能量及时报道，总结推广社区创建“终身

学习品牌”的典型经验，重视“导师制”理论研究。以每年举办“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周”为契机，深入宣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凝聚

社会共识，形成发展合力，不断提高社区教育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提高

社区居民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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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创新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以推动城乡社区学院体系建设工程为目标，

创新开展了“镇级导师制”，以教师和行政领导分任务挂靠各社区，实施

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指导工作，实现了全体“导师”与社区共商全民终

身学习，指导各社区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

积极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

1、通过实施的“镇级导师制”项目，使成校与社区达到共融-共生-

共赢，打通了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大通道，促进城乡融合，成为南海区城

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标杆。

2、通过与社区共商-共建社区品牌，“一社一品”的创建成为大沥镇

社区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3、通过共享免费课程，使社区教育线上教学形成服务体系。

4、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培训，使社区管理人才逐步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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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推广价值

1、学校创新开展了“镇级导师制”，以教师和行政领导分任务挂靠

各社区，实施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的指导工作，实现了全体“导师”与社

区共商全民终身学习，指导各社区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学习活动。

2、发挥“成校+党校”的优势，与组办有组织的开展常态化党建培

训。每年举办社区治理人才、青年党员培训、基层支部书记培训、党务

工作者培训、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社区“两委”干部镇机关、

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培训等学习班，为助力乡村振兴，技能培

训聚人才做出了突出贡献。

3、通过网络线上教育课程，建立起覆盖全镇的社区教育线上教学与

服务体系，居民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号随时随地观看镇校“社区学堂”，为

我区各镇街道树立了标杆作用。

4、以诗书画、文学、粤曲等艺术团体为载体（如广东书画院、书画

协会和各社区曲艺队）开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工作，丰富社区教育内

涵。

5、以点带面，指导村居建设社区教育基地（如凤池社区五十一工程

基地，盐步的老龙文化基地等）开展社区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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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2021年 5月-2021年 10月）

1、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2、邀请专家，召开论证会，听取专家和项目组成员的意见。

3、健全导师制制度和驻点人员分工安排。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2021年 10月-2022年 12月）

1、调研、资料的编写汇总。

2、开展常态化的驻点指导工作。

3、开展常态化党建培训。

4、建立起覆盖全镇的社区教育线上教学与服务体系，推出“社区学

堂”，网络课程。

5、引导社区建设社区教育基地

6、每年开展全民终生学习周活动

7、开展常态化技能和安全培训。

8、开展常态化学历提升培训。

9、组织导师出外参观，提升专业水平。

第三阶段：总结阶段（2023年 1月-2023年 9月）

1.整理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分析、总结。

2.撰写课题研究报告、论文。

3.咨询、研讨、修改，鉴定、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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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制。社区教育基地创建作为大沥社区学校建

设的重要内容，并纳入大沥镇镇教育发展中心发展规划中，建立由镇党委

委员为组长的社区教育基地创建工作领导机构，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和

分工，形成“党政统筹领导、教育部门主管、有关部门配合、社会积极支

持、社区自主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充实队伍，增强力量。加强社区教育队伍的建设，建立一支以

专职人员为骨干、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为主体的适应社区教育基地需要的管

理队伍和师资队伍。在原有的社区学校教师队伍的基础上，聘请部分兼职

人员从事社区教育工作。充分发挥各类讲师团的作用，发挥基地内教师、

专家、各行各业工作人员、在校大学生的积极性，使之成为开展社区教育

活动的重要力量。

（三）保障经费增加投入。社区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由大沥镇成人文

化技术学校（社区学校）设立专项项目、编制年度预算，每年投入专项资

金建设社区教育基地，保障社区教育基地创建工作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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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工程项目总经费预算：71.2万元

经费来源：财政拨款

经费安排：

1、项目办公经费： 

(1)办公费： 30万元
(2)印刷费：3万元  

(3)差旅费 ：2千元 

2、会议费：1万元
3、培训费：4万元
4、专用材料购置费：10万元
5、劳务费：20万元

6、广告宣传费：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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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说明

（如没有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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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项目申报材料附件清单

1. “导师制实现社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方案（23-27

页）

2.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开创“镇级导师制”，实现社区教育

新突破工作方案（28-33页）

3. 佐证材料（34-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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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制实现社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方案

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项非常重要的

工作,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一直以来,党中

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

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作为镇社区学校，

担负规划、统筹、指导和协调镇各社区的社区教育工作，在开展社区教

育中，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教育专业认识不足，社区教育专职人员没有

专门培养，平时缺乏专业训练，专业队伍涣散、水平参差不齐。如何

更高效和科学地与42个社区进行联动，是高质量实施社区教育的关键。

我校以“挂点直联”方式，开创“镇级导师制”,规定教师至少挂钩 5个

以上社区，行政干部至少挂钩 3个社区的任务，使镇内 42个社区都有社

区教育专业导师进驻，定期调研，工作的指导跟进，有效地解决了“镇

校与社区”脱节，充分发挥先行先试、勇于探索精神，全面推进大沥镇

全民终身学习，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一、概况

（一）学校的基本情况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创办于 1984年，包括大沥校本部、盐步两

个校区。占地面积 3662平方米，建筑面积 2875平方米，有 4个电脑

室，共 200多台电脑，所有课室配备先进的教学平台，可满足多学科多

媒体演示示范教学。学校现有 34个学历提升教学班，教职员工 27人，

其中在编教师 15 人，职员 12 人。教师学历全部达标，硕士研究生 1

人，本科生 14 人，拥有双学历的 3 人，高级教师 2 人，一级教师 13

人，双师型教师3 人。此外，学校每年外聘请兼职教师约 50人。

学校探索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原则，以“四个结合”为导向（即

培训以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集中培训和分散指导相结合、长期

培训和短期培训相结合、自行组织与部门联动相结合），开展全员、全

程、全方位一系列提升居民素养的教育。

学校先后被国家教育部评为全国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学校，被广东省

教育厅评为省实施燎原计划先进单位和省级示范性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被佛山市教委评为佛山市骨干成人学校，被华南农业大学评为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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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点,2018年还牵头组织申报获全国社区教育示范镇称号。

（二）背景

大沥镇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东部，东与广州市荔湾、白云区接壤，南

与佛山市禅城区毗邻，是连接广佛两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纽带，素有“广

佛黄金走廊”之称。全镇总面积 95.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65.27万人，

户籍人口 32.43万人，共有 26个农村社区和 16个城市社区。自中央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沥镇出台《大沥镇关于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大沥镇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方案》等多个配套政策，启动了

70个乡村振兴项目，规划总投资近 3亿元打造沥东、凤池、大镇 3个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点，以及白沙、盐步、太平、东秀、渔业 5个镇级乡村

示范点。其中，计划把凤池社区打造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岭南

特色示范社区；大镇社区打造成美丽田园风光的示范社区；沥东社区打

造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社区；白沙社区打造成体现水乡风情的示范社

区；盐步社区打造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示范社区；太平社区打造成与

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社区；东秀社区打造成广佛同城示范社区；渔业社

区打造成美好人居生活示范社区。各社区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振兴之路，

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乡风文明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和精神动力，使村民幸福感不断提升。

大沥镇成人学校师资强大，通过建立信任、融洽的合作方式，加快

与村居社区服务中心联动，联同区社区学院规划、统筹、指导和协调镇

各社区的社区教育工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专业、贴心、周到的教育服

务。近几年来，学校每个老师挂点五个社区，以专业的知识成为各社区

社区教育的“导师”，导师随时与社区沟通，了解社区教育情况，做好

总结推广工作。通过开展“挂点直联”，把社区的“短板”补上，形成

和合互通，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社区教育网络，使社区各类教育资源得到

有效整合，创建了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有效为提升居民社区居

民的整体素质以及自我发展的本领和能力提供有效的平台。

二、工作目标

学校以“导师制”为抓手，以“挂点直联”为依托，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推动大沥镇乡村现代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村容村貌、融入乡规民约、融入文化生活，深入开展文明素养

涵育行动，大力推进崇德乡村、好学乡村、孝义乡村和乐善乡村建设，

着力打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三、工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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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党建引领行动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充分发挥“党校+成校”的优势，积极参与

党校建设。将学习型社区建设作为创新推动社区发展治理的重要途径和

抓手，开展常态化党建培训，举办各类社区治理人才、青年党员培训、

基层支部书记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社区“两委”干部镇机关、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培训等学习

班，提高村干部履职能力，全面实施村居两支后备队伍“千人培养计

划”。通过开展系统、多元、丰富、优质的培训活动，让管理者更好为

社区教育服务，提升居民素质，促进基层社会治理。

2、开展思想引领行动

我校积极配合区委宣传部讲师团、区妇联家庭教育讲师团、区总工

会讲师团等，落实送课到基层服务，做好线下辅助服务工作。让更多的

正能量走进村居，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村居“三融入”：融入村

居环境、融入村规民约、融入群众文化生活，把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传播到万千农户。

3、开展文明涵育行动

我校的导师深入社区，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资源，引领社区

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村容村貌、村规民约。结合村居环境和建筑风貌特

色，灵活运用村居当地历史、名人、典故、谚语、民俗元素，建设一批

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墙绘、景观；积极参与村居志愿服务组织，引导

村居开展学习之星、学习型家庭、学习型村居、学习型企业、最美村居

志愿者医生、最美乡村教师、有为青年、新乡贤、道德模范、好家风好

家训、寻找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挥着身边榜样感召作用，建设崇德

乡村、好学乡村、孝义乡村、乐善乡村。

4、开展文脉传承行动

我校利用大沥镇非遗项目与村居联动，积极开展文明、健康、科学

的农村文化娱乐方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充满乡土气息、富于时代精

神。利用修缮活化的古村落中村宗祠家庙、家塾书院、镬耳屋民居改造

成的村史馆、乡贤馆、民间博物馆，花会、灯会、庙会、歌会等文化活

动载体，引导村居常态开展科学、文化、法治等培训。打造盐步社区

“老龙”和大镇社区“田园风光”成为社区教育基地，让农村成为有故

事、有人情味、能留住乡愁的地方。

5、开展品牌创建行动

结合全民终身学习活动，我校积极联动政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切入

社区工作重点和热点，针对各社区的特色没有专门的研究和归纳，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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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进行特色挖掘，充分借助地域文化优势，引领社区特色教育共建，

努力打造嘉怡社区的“融和文化”、白沙社区的“藤编文化”、、盐步

社区的“龙舟文化”、沥雄社区的“七一空间”、凤池社区的“五十一

工程”等等。

6、开展导师培育行动

学校采用外部引进，内部联合的方式，从各企业事业单位中聘请一

些党政领导干部、学科技术带头人、先进模范人物，采取专、兼、聘相

结合的办法，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的“师资库”，重点培育担负社区“私

伙局”的导师和负责人，举办群众社团活动师资培训班，吸纳更多的有

一技之长的各行各业在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组成一支门类齐全、教学经验

丰富稳定的兼职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志愿服务队伍，为社区教育输入源

源不断的动力。

7、开展全民终身学习行动

大沥镇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总体要求，我校要指导各社区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学习活动。每年组织好垃圾分类、插花、手工制作、戏曲、健康

养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健康、消防安全、社区趣味运动会等各

类课程学习和教育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提早组织好

国家、省、市、区级“百姓学习之星”、“终身学习品牌项目”、社区

教育老年教育先进单位、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先进工作者、社区教育老年

教育工作优秀志愿者、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工作优秀通讯员的推荐和评审

工作。

8、开展技能提升行动

社区的安全工作尤为突出，学校要因势利导，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

动，为社区居民、干部、管理者提供专题讲座，举办消防安全专题讲座

并进行现场演练；与镇安监局举办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班，以及高空

安全作业考证班、焊工、保育员、电工安全考证班等。继续与相关的机

构做好“粤菜师傅+南粤家政”的培训工作，大力引进不同类型的群众

喜闻乐见的项目。继续加强学校微信公众号的社区教育免费课程，让

居民终身学习有更多的途径。

9、开展免费课程学习

   学校通过微信公众号，推出免费课程。内容包括家庭教育、艺

术素养、朗诵、老年教育、党建培训、育婴培训、乡村防疫、垃圾分

类、乡村卫生、家庭消防安全、企业微课培训、生活茶艺、中国传统节

日、微信使用技巧、智能手机、农村电工、法律、健康养生等 30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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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这些课程供市民免费学习。

10、开展学历提升行动

为了推动“一户一名大学生工程”，让家家户户年轻人都能上大

学，引导考不上普通高校的青年不要过早放弃学业，继续参加开放式的

社区教育来接受高等教育，让村居民在家门口也可以参加高校培训。学

校继续与华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和国家开放大学联合办学，注重学

员管理，提升学员素质为重任。

四、保障条件

（一）领导重视

学校成立“导师制实现社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指派分管社区教育领导任该项目的负责人，落实一把手责任，

确保实验工作强势有力。领导小组负责该项目的总体推进，定期集中部

署工作，研究相关问题，制定相关政策，协调各方关系。

（二）机构健全

学校成立“导师制实现社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工作日

常工作组，由校长牵头，成员由镇多部门负责人组成，其职责在于规

划、实施、评估工作。协商重大问题，组织落实各项工作等。

（三）制度健全

学校制定“导师制实现社教融合，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建设工作方

案，确保政策层面管理到位。制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和任务，确定实

施程序和步骤。

（四）规划方案

学校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方案的制定。为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和可操作性，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规划小组进行了大量调研，充分听取

各村（居）委会、各镇政府职能部门的意见。

（五）投入保障

学校将切实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保障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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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开创“镇级导师制”，实现社区教育新突破工作方案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作为镇社区学校，担负规划、统筹、指导

和协调镇各社区的社区教育工作，在开展社区教育中，社区工作人员对

社区教育专业认识不足，社区教育专职人员没有专门培养，平时缺乏

专业训练，专业队伍涣散、水平参差不齐。我校以“挂点直联”方

式，开创“镇级导师制”,规定教师至少挂钩 5个以上社区，行政干部至

少挂钩 3个社区的任务，使镇内 42个社区都有社区教育专业导师进驻，

定期调研，工作的指导跟进，有效地解决了“镇校与社区”脱节，达到

和合共生效果，全面推进大沥镇全民终身学习，为了规范“导师制”直

联驻点导师工作，特制定该方案。

一、 指导思想

为了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校的“挂

点直联”导师要引导社区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以倡导终身学

习、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建设学习型社会为目标，大力宣传“全民学

习、终身学习”思想，广泛开展各类教育培训和学习活动，整合全民终

身学习资源，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机制，提升全民的文化素养，不断激发

全民终身学习的热情，进一步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努力营造文明、和

谐、健康的社会环境，达到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

度。

二、 组织领导

组长：黄耀坚

副组长：潘荣斌  郭浩基

成员：龙焕权 曹有恒 古斌 张葵 丘玉玲 吴志贵 罗小燕 钟国栋 

林  骞    陈泳何

三、 工作职责

1、 加强与辖区单位、居民小组长、居民骨干的沟通和联系，充分

调动和发挥居民小组长及居民骨干的作用，积极完成社区教育

任务; 

2、 开展送课下基层活动，做好宣传工作；

3、 认真听取村居对社区教育的意见，并及时向村居居委会反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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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育的政策法规，相关动向，收集社区居民的意见、要求和

建议，自觉接受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成员的监督。

4、 做好共驻共建，资源共享，及时把村居社区教育活动的优势做

好总结推广； 

5、 组织引导社区开展法制教育、公德教育、青少年教育，开展职

业培训，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

6、 开展五好文明创评活动，形成具有本社区特色的文化氛围，增

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

7、  及时将社区意见向学校及上级部门反馈；

8、 协助政府及其学校完成有关任务。

四、 具体工作内容

（一）开展党建引领行动

学校要充分发挥“党校+成校”的优势，积极参与党校建设。学校与

组办有组织的开展常态化党建培训，举办各类社区治理人才、青年党员

培训、基层支部书记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社区“两委”干部镇机关、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党员培训

等学习班，提高村干部履职能力，全面实施村居两支后备队伍“千人培

养计划”、大力推行村居“一站式”“一门式”政务服务。

（二）开展思想引领行动

学校要充分利用区委宣传部组织的南海讲师团资源优势，送课下基

层，深入机关基层、村居、企业、学校，开展每年的巡回授课，送课内

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教育、管理、社交、心理等方

面，牢牢把握村居意识形态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主导权，推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在村居“三融入”：融入村居环境、融入村规民约、融入群

众文化生活，把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传播到万千农户。

（三）开展文明涵育行动

学校导师要深入社区，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资源，引领社区

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村容村貌、村规民约。结合村居环境和建筑风貌特

色，灵活运用村居当地历史、名人、典故、谚语、民俗元素，建设一批

核心价值观主题公园、墙绘、景观；积极参与村居志愿服务组织，引导

村居开展学习之星、学习型家庭、学习型村居、学习型企业、最美村居

志愿者医生、最美乡村教师、有为青年、新乡贤、道德模范、好家风好

家训、寻找最美家庭等评选活动，发挥着身边榜样感召作用，建设崇德

乡村、好学乡村、孝义乡村、乐善乡村。

（四）开展文脉传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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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要与村居联动，积极开展文明、健康、科学的农村文化娱乐方

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充满乡土气息、富于时代精神。利用修缮活化的

古村落中村宗祠家庙、家塾书院、镬耳屋民居改造成的村史馆、乡贤

馆、民间博物馆，花会、灯会、庙会、歌会等文化活动载体，引导村居

常态开展科学、文化、法治等培训。打造盐步社区 “老龙”和大镇社区

“田园风光”成为社区教育基地，让农村成为有故事、有人情味、能留

住乡愁的地方。

（五）开展品牌创建行动

在推动每年全镇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中，学校导师要积极联动政

府机关和社会组织，切入社区工作重点和热点，针对各社区的特色没有

专门的研究和归纳，对各社区进行特色挖掘，充分借助地域文化优势，

引领社区特色教育共建，努力打造嘉怡社区的“融和文化”、白沙社区

的“藤编文化”、泌冲社区的“伯奇文化”、盐步社区的“龙舟文

化”、沥雅社区的“创客文化”、曹边社区的“长者安康”、钟边社区

的“红色文化”、沥雄社区的“七一空间”、凤池社区的“五十一工

程”等等。

（六）开展导师培育行动

学校将采用外部引进，内部联合的方式，从各企业事业单位中聘请

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学科技术带头人、先进模范人物，采取专、兼、聘

相结合的办法，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的“师资库”，重点培育担负社区

“私伙局”的导师和负责人，举办群众社团活动师资培训班，为社区教

育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七）开展全民终身学习行动

导师要按照大沥镇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指导各社区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每年组织好垃圾分类、插花、手工制作、戏曲、

健康养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女性健康、消防安全、社区趣味运动会

等各类课程学习和教育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八）开展技能提升行动

在“挂点直联”工作中，社区的安全工作尤为突出，学校要因势利

导，定期开展安全教育活动，为社区居民、干部、管理者提供专题讲

座，举办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并进行现场演练；与镇安监局举办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培训班，以及高空安全作业考证班、焊工、保育员、电工安全

考证班等。

（九）开展学历提升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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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一户一名大学生工程”，让家家户户年轻人都能上大学，导

师要引导社区居民对考不上普通高校的青年不要过早放弃学业，继续参

加开放式的社区教育来接受高等教育，让村居民在家门口也可以参加高

校培训。

（十）开展携手共建行动

为了强化文明意识，创造绿色和谐环境，学校联合教育办公室引导

我镇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小手牵大手”的活动，把学校教育的主阵地

逐步辐射到家庭和社会活动场所，带动家长用实际行动关心支持参与创

文明村居活动，进一步培养村居的文明素养。

五、保障条件

（一）领导重视

学校成立“镇级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指派分管社区教育领导任

该项目的负责人，落实一把手责任，确保实验工作强势有力。领导小组

负责该项目的总体推进，定期集中部署工作，研究相关问题，制定相关

政策，协调各方关系。

（二）机构健全

学校成立“镇级导师制”工作日常工作组，由校长牵头，成员由镇

多部门负责人组成，其职责在于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协商重大问

题，组织落实各项工作等。

（三）制度健全

学校制定“镇级导师制”工作方案，确保政策层面管理到位。制定

发展规划，明确目标和任务，确定实施程序和步骤。

（四）规划方案

学校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方案的制定。为保证规划的科学性

和可操作性，在规划制定过程中，规划小组进行了大量调研，充分听取

各村（居）委会、各镇政府职能部门的意见。

（五）投入保障

学校将切实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保障工作顺利进行。

六、直联安排

大沥镇社区教育“挂点直联”导师一览表

片
区

社区
分管干部 工作人员 社区特色

挂点人
员

姓名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姓名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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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沥

沥中 卢桂霞 85560572 13535698610 李聚华 85580867 18007574343 融爱文化 陈泳何
沥东 吴宇珩 85526016 13827720080 吴小梅 85526012 13630170270 和谐文化 陈泳何
沥西 叶丽贞 85533703 13590688773 卢焯荣 85529981 13539335389 唯美文化 陈泳何
沥北 彭杰鸾 85529935 13621492991 吕晓燕 85566424 18675751942 融爱文化 陈泳何
联滘 廖倩娴 85587771 13392256368 陈灼荣 85559183 18125677891 体育文化 陈泳何

凤池 李玉桃 85566201 13326757077 邵应辉 85518815 15920749670
五十一工
程

曹友恒

雅瑶 黎小英 85593015 18820878686 林晓敏 85574410 15916570034 体育 张葵
大镇 何燕芬 85561148 13928654727 罗桂婷 85531922 13925449284 健康文化 郭浩基

谢边 梁爱容 85555017 13590620248 周敏贤 85515099 13809228278
青少年义
工

丘玉玲

钟边 邓渐崧 85516623 13925988383 谢允华 85561751 13420869411 红色文化 罗小燕

太平 翁翠颜 85566583 13590688383
陈健婵 85511723 13927721011

乐善文化 郭浩基
许志成 85558289 13288353590

曹边 朱亮卿 85596652 13928660808 何翠华 85596651 13927722798 长者安康 曹友恒

水头 谭绮芬 85568626 13500263455
潘钢勋 85568621 15918003080

暖心文化 罗小燕
何丽芬 85516421 13925413520

奇槎 张淑贞 85578503 13590571788
罗健欣

85578505
13727460993

颐乐颐养 罗小燕
翁晓敏 13018531926

沥苑 欧楚波 85593669 13435449806 杨楚玲 85568424 15914591138 老人大学 林骞
沥南 许燕勤 85551873 13925982434 黄梓芳 85551214 13590537411 融爱家园 林骞
沥雄 冯锦贤 85576903 13620854047 李海欣 85565512 13760972860 七一空间 丘玉玲
沥兴 谭爱华 85593668 13535886964 陈丽婷 85593246 13928610108 小善大爱 丘玉玲
沥雅 刘瑞媚 85528002 13927237583 陈嘉玲 85566833 13612511335 创客文化 罗小燕
沥桂 许敏英 85583113 18688807964 许芷君 85528801 13528980277 沥桂一体 罗小燕

盐

步

东秀 郭倩瑜 85795533 13923123686 何玉婵 85788699 13549999639 恒信惠民 吴志贵
河东 王少冰 85790120 13927738103 曾毅华 85790120 13927759768 三牧文化 吴志贵
河西 梁健青 85787511 13702991195 吴立铸 85787511 13542588007 兰曲文化 吴志贵
横江 潘永欣 85777777 13923206863 甘渐齐 85762010 13500265960 狮龙文化 吴志贵
华夏 叶艳冰 85782992 13450587422 杜洁玲 85781944 13049163642 礼义华夏 吴志贵
联安 朱丽欢 85798188 13928641888 邵健敏 85786727 13927255617 健康文化 张葵
六村 刘杏容 85775261 13928681780 黄倩芸 85772127 18925989822 爱心文化 龙焕权
平地 黄蝶妮 85789326 13590573388 黄秀琴 85726073 13925470528 传承孝义 林骞
盐步 刘霭仪 85775758 13600313731 余立斯 85720979 13727482925 龙舟文化 龙焕权
雍雅 关敏清 85708101 18923150830 李瑞芬 85708102 13516601004 睦邻文化 林骞
直街 何小雅 85727955 18038773123 陆泳榆 85772124 13927269903 书香直街 龙焕权

黄

岐

白沙 杜玉英 85992310 13928629915 黄洁凤 85992248 13927789372 藤编文化 钟国栋
洞庭 张春燕 85912089 18028152606 邓婉萍 85922964 13415566233 崇法文化 古斌
黄岐 李雪仪 85922602 13590664699 原秀云 85925725 13600316591 关爱文化 丘玉玲

嘉怡 罗美卿 85915661 18923132698
肖锐华

85915992
18988677290

融和文化 钟国栋
肖斌斌 18829917051

江北 邱足芳 85955311 13702650895 何碧瑶 85914781 13433289405 同城文化 钟国栋
六联 李衍昌 85930103 13928625809 李婉明 85938589 13927258793 挚爱文化 古斌
泌冲 冯洁仪 85993870 　 郭凤玲 85993873 13612512211 伯奇文化 林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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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城 陈碧燕 81138730 13392232139 李楚欣 85932924 13129142809 诚信文化 古斌
岐阳 刘冠恩 81136986 18923147320 李晓薇 85936117 13536619983 乐善文化 钟国栋
沙溪 陈素华 85931303 15899808084 谭韵珊 85992712 15015589053 园林文化 丘玉玲
渔业 何国樑 85931785 18923169737 卢健乐 85956002 18029336965 和谐文化 钟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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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材料：
大沥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挂牌单位牌匾和获奖牌匾、证书
1、挂牌单位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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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奖牌匾、证书



36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为指引，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快乡村振兴”的工作目标，促进我镇居民全民终身学习、形成学习型社会，以提高我镇居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和职业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