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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陈志强

宽敞明亮的黎锦室内，一群十来岁的男
孩女孩席地而坐，一针一线地学织锦，手中的
五彩丝线渐渐变成了一幅幅精美的图案。这
一幕不是出现在某个手工作坊里，而是在白
沙黎族自治县邦溪中心学校的课堂上。

织锦课是邦溪中心学校开设的特色课
程，感兴趣的学生可自主报名学习，每周二、
周三下午上一节课。

在白沙，不止邦溪中心学校开设了织锦
课，民族中学的黎锦双面绣课程学生爆满，元
门中学的生态教育课配套了植物园，县第一
小学的国学精读课程余音绕梁，邦溪中心学
校的书画课纸墨飘香……随着白沙“美丽学
校”计划的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均开始
根据“基础+特色”的培养理念，结合自身特点
开设特色课程，引导学生培养兴趣。

白沙民族中学全校约1600学生，9成是
黎族孩子。为了传承和发扬白沙独特的“非
遗”技艺黎族双面绣，民族中学于2013年底
成立了黎族双面绣传习所，聘请传承人符秀
英老师授课。今年初开班至今，已培训了4
期共100名学生。“原本计划每期培训25人，
但最近一期的报名人数已经多达80人。”民
族中学副校长王广智介绍说，孩子们对这门
传统技艺的热情大大超出预期。

民族中学九年级黎家姑娘符小冉，已经
能够根据图案独立完成一些精美的双面绣作
品。“我很喜欢双面绣，这是我们黎族的传统
技艺，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传承。”

元门中心学校坐落于巍巍鹦哥岭脚下，

紧邻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教育责任重大。
元门中学制定了生态道德教育计划，编写的
校本教材《鹦哥岭脚下我的家》，从“地图上的
家乡”、“家乡的民族”、“家乡的自然”、“爱我
家乡”四个方面展现地区文化、地理资源和风
土民情，使学生能够全面认识自己的家乡，形
成热爱家乡、保护自然的良好品德。

白沙其他学校也编写契合白沙实际的校
本教材。如县第一小学编写的《快乐体育》、
民族中学编写的《双面绣及黎族织锦》、卫星
学校编写的《竹竿舞》等。这类校本教材的编
写和使用，使得具有地域特征的乡土文化成
为白沙教育的一大亮点。

“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与使用，是

建立我县特色学校的一个重要标尺。”白沙县
副县长韩永胜介绍说，目前部分学校已经根
据实际情况开设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专项
课程，并编写了相应的校本，从动植物的认
知，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均有涉及。

白沙课堂“乡味”浓

教育部要求各学校
12月4日宪法日
开展宪法晨读

教育部近日下发通知，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将宪法知识纳入中考的测试
范围。在今年12月4日第一个国家宪
法日，各级学校应组织学生集体晨读
宪法。

教育部表示，要将中小学课程已
包含的宪法知识内容进一步整合，与
法治知识课程设置相结合，研究制定
开展宪法教育的基本要求，形成科学
的教学安排和常态化的教育机制，探
索建立宪法教育效果的考核与评估机
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明确中小学
宪法教育的专门学时，并将宪法知识纳
入中考的测试范围。

（教育部网站）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2014年中考，海口市城西中学89人报考参加考试，及格率达到
41.57%；三年前，进入该校初一就读的学生小学毕业考试及格率只有
24.72%——三年时间，及格率增幅达到16.85%。这个数据，海口市城西
中学位居海口市城区22所公办学校之首。

险些被撤并、城区薄弱学校……这些一度是海口市城西中学的标
签。如今，海口市城西中学通过课程、课堂改革，走出一条城区薄弱学校
的“自强之路”。

课改从学校年龄最大的老师开始

“我的学校没法搞课堂改革、课程改革，因为40岁以上的老师太多
了，他们大多是墨守成规，他们本身不愿意、学校也很难推着他们优化教
学方式。”说起课改在学校推动不力的原委，不少中小学校长都把原因“归
结到了老教师的因循守旧上”。

在海口市城西中学，发端于2012年5月的课改首先从学校年龄最大
的老师入手——这位老师就是当年51岁的英语老师成晓玲。时隔两年
半，成晓玲回忆：当时老师在课堂上只管讲，很少提问，只是会在讲完课程
之后进行提问。“当时学校启动的‘一清二学三评’课堂改革模式，则是彻
底颠覆老师满堂灌的课堂，模式。”

海口市城西中学校长陈日果告诉记者，“成晓玲老师不光在任教的班
上进行课改，更在全校上公开课。年龄最大的老师都动起来搞课改，其他
老师没有理由不课改。”

课改就是“老师做配角学生当主角”

11月25日上午，第二节课是城西中学初三（5）班的语文课，任课老
师钟贞走上讲台说完“我们这节课学习秋瑾的《满江红》，下面有请李传
利、符小苗同学上台”之后，就走下讲台，站在教室的边道。李传利、符小
苗两名同学是这节课的“小老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作者秋瑾，哪一位
同学可以站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她的情况？”带着一副黑框眼镜的李传利
开讲了，口气俨然是一名“老道的教师”。

“从初中一年级开始，我每个学期都要登上讲台几次当‘小老师’，所
以已经非常熟练了。”李传利告诉记者，他在两年前进入城西中学之后发
现，任何一个学生只要向任课老师申请、之后经过精心准备，都有机会走
上讲台，做一次“小老师”。

成晓玲说，课堂改革之后，一个最大的课堂变化就是“老师做配角学
生当主角”。“这句话现在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对于老师来说，是对之
前教学方式的彻底改变，特别是引进了学生做‘小老师’之后，由学生给学
生讲，这个时候老师如何在课堂上做好补充，每一位都要重新设计每一个
的课堂。”

“三特教育”打造“校园景点”

从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城西中学正式启动“学生家长到学校值班
制度”——周一至周五，每天有两名家长挂上“值班家长”的牌子，进入城
西中学。在这一天的时间里，值班家长可以随机进班听课，旁听学校的会
议，参加老师的备课、评课活动，并且进行记录。

“老师的课堂纪律不能放松。”11月25日，在听了上午四节课中的三
节课后，当天值班的家长李女士，在城西中学家长值日工作表上认真记录
下了上午的情况。

“对于值班家长记录的情况，学校都会及时地进行整理。”陈日果说，
希望通过学校每天都在值班家长的监督之下，可以发现课堂秩序、学校管
理上存在的问题，学校及时整改，从而进一步提高学校的课堂秩序、管理
情况向好发展。

海口城西中学：

薄弱学校的“自强之路”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

法律必须被信仰

学界关于设立“宪法日”的提议，最
早可追溯至 1982 年 12月 4日。这一
天，正是现行宪法颁布之日。19年后的
2001年1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将
这一天确定为首个全国“法制宣传日”。

“从‘法制宣传日’到‘宪法日’的升
级，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在‘法制
宣传日’的基础上，突出宪法的权威，以
利于在整个社会营造出尊宪、守宪和护
宪的氛围。”王琳说。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
设”。王琳说，宪法也一样。全面推进法
治建设，既需要以宪法的实施来宣示宪
法自身的生命力，又需要辅以宪法宣传
和宪法文化的侵润，使民众时时感念于
心，在日积月累中增强对宪法的尊崇与
敬畏。青少年作为未来建设者和接班
人，宪法教育的重要性对他们来说，可想
而知。

本报记者 侯赛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陈启明：

为什么要学宪法？

党中央依宪治国的决定做出之后，
无论是从社会的管理层面，还是从社会
的成员层面，必须首先要对公众的宪法
认识现状做出一个评估，而评估的结果
是，民众的宪法法律认识还远远不够，宪
法还离普通人比较远，所以我们需要宪
法，需要离我们很近的宪法，需要活生生
的宪法，而不仅仅是宪法文本。

青少年是未来法治社会骨干力量

“由人治到法治，现在国家的治理体
系和治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青少年
作为未来国家的主人，中国走向未来的
主要成员，担负的责任很大。”陈启明说，
依法治国先是依宪治国，对国家的每个
成员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国家进入法治社会的号角已经吹
响，顶层设计蓝图已经展开，真正建成之
日，现在的青少年都是骨干力量。”陈启
明说，学好宪法不仅是青少年对自己权
益的保护，更是他们走向社会做人、做事
必须要遵循的原则。“依法治国不是身外
之物，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国家的
长治久安离不开宪法的保障。”

学宪法不能“急功近利”

陈启明认为，以往我们对青少年法
律教育存在的缺失就是太“急功近利”，
只挑对自己有用的原则和条款去学习是
片面的。“尤其是未成年人总有一天会成
为社会人，社会人离不开其他人，离开其
他人便寸步难行。”

“青少年要认识这个国家，不能说哪
一条宪法原则对他重要，哪条对他不重
要，宪法的整个文本，都要全面入心入
脑。”陈启明强调，学习宪法不要光了解
对自己有利的原则，更要了解对其他人
有利的。“我们认为与自己最没关系的原
则，往往是与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

陈启明认为，学习宪法，就是培养青
少年的一种“规则”意识，而规则在一定
程度上就是一种“权利的让渡”，就比如
过红绿灯，只要双方把自己的时间权利
让渡出来，双方才能顺利通过。而现实
生活中，只有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
渡”出来，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社会才能和谐。

本报记者 侯赛

保亭毛岸小学全县办学条件最差，
综合评价却拿第一，秘诀在哪？

奖！奖出孩子的自信心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这所小学可以说是保亭全县教学条件最差的小学了。
一栋两层的教学楼已经十分陈旧。另一栋作为教职工和学生宿舍的

楼房也属于1980年代的建筑物。一排已经被风雨在墙壁上印下痕迹的
平顶房内，是全校27名教职工的办公室，也是学校的资料室、会议室。由
于没有就餐的食堂，每到三餐时间，便出现了孩子们端着饭碗在校园里吃
饭的情景。

这所小学，是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的毛岸小学。
“这所小学的条件在全县是最差的了，但是在今年全县小学六年级的

考试中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很不容易。”保亭县教育局一名工作人员感
慨道。

毛岸小学校长黄照洪告诉记者，在今年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中，学
校的实际成绩排在全县第三名，综合评价是全县第一。

在黄照洪看来，学生成绩的提升，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着很大
的关系。“除了每一学期的期中、期末的学生评比外，我们平时还有对学生
的各种奖励。比如我们不是全部都按照排名来对学生进行奖励。每学科
学生只要考到85分就可以达到优秀，我们就会买来奖品对这些学生进行
奖励。”黄照洪表示，希望能让更多的学生感受到学校对自己的肯定，提升
他们的自信心。

“你们谁得过奖励啊？”11月20日，记者走进毛岸小学的四年级教
室，向学生们问道，得到了学生们热烈的回应，“我！“我！”“我！”……班里
几乎每个孩子都举起了手。

“我是2年级的时候第一次得奖的，第一次是得了数学优秀奖，是一
本笔记本。”10岁的女孩蒲蒲面露羞涩地笑着说，“后来我还拿了语文优
秀奖和英语优秀奖。看到别的同学得奖，我也要努力得奖。”

奖励的方式很好地激发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近两年，毛岸学校学
生的成绩有了逐步提高，其中英语平均成绩从2012年前的三四十分上升
到了如今的七八十分。虽然学校的经费并不多，但在黄照洪看来，无论再
怎么紧张，用于购买奖品奖励学生的费用还是不能省，“该花的钱还是得
花，我觉得这些花费都是非常值得的。”

■ 本报记者 侯赛

让孩子学法律，家长们都很理解，但是谈
到青少年学宪法，不少人都不甚了了。国家
宪法日来临之际，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学生
老师和家长。

记者走访：中学生对宪法
大多“一知半解”

记者随机采访了定安思源学校八年级三
班和七年级三班的同学，提起“宪法”二字，他
们大部分都称“不知道”，只有个别人说“听说
过一点”。在学生们心中，宪法似乎是离他们
非常遥远的一个话题。不用提宪法的具体内
容，就连宪法是什么，孩子们都在心中打一个
大大的问号。

相较初中学生对宪法的“一无所知”，
高中生对宪法的了解多一些。记者随机
采访了澄迈思源高级中学高一的赵小蕊
和徐凡婷同学，提起宪法，这两位同学第
一句话都是“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赵
小蕊甚至可以列举一些宪法规定的公民
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谈起如何学宪法，学
生们更加期望活泼生动的学习形式。赵
小蕊说，她最喜欢“演小品”的形式来学宪
法，因为“看的时候更容易明白，所有的同
学更容易接受”。

“不用说学生们不懂宪法，就连老师，
你去问问，除了政治老师，也没多少懂宪
法的。”定安思源学校的一名80后老师告
诉记者，他上中学的时候只听老师讲“宪
法是根本大法”，但是具体内容却不甚了
解，对于国家机构，更是一知半解，只知
道国家机构的设立，不知道国家机构如
何运行。

家长：支持孩子学宪法

对于青少年学宪法，60、70、80后家长
们都非常支持。学生家长赵先生大学毕业
后，曾就职于一家国有银行，后来又从事教
育工作。听说国家要求学宪法，赵先生直
呼：“这个决定太及时！”赵先生认为，现代的
孩子们应该好好学法懂法，以后走向社会才
能成为一个合格公民。

70后的海南中学屈韬老师同样回忆起
自己的学生时代，感到法律知识是一大
缺失，在他的印象中，高中就学了一年政
治，学到一点法律的内容，后面就再没有
机会学习了。屈韬说，自己能够系统地学
习法律是进入大学之后，但是至今回忆
起来仍然比较模糊，工作后更是感觉懂
法的重要性。

80后的定安思源学校老师殷治忠提起
当年自己学宪法的回忆，也表示“虽然那个时
候知道宪法和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但还是
感觉宪法还是离自己很遥远。”他感觉宪法是
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

老师：宪法教育要形象生动

屈韬建议中小学开展宪法教育要注重方
法方式，多采用一些讲故事等生动活泼的形
式，切忌把宪法教育搞成生硬的书本教育，增
加学生负担。

“小学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更专注
自己每天玩什么吃什么等生活化娱乐化的
内容，很少会关心法律政治，而且宪法是一
种纲领性的法律，不像具体的合同法、劳动
法等，孩子们会感觉离自己很遥远。”海南
中学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1年的
周国仲老师认为，宪法教育切忌流于形式，
宪法庄严走进中小学课堂，不该只有应试
的路数，这样会让孩子厌烦。同时还是要
有更生动活泼的形式，比如低年级不妨拿
宪法内容来做填字游戏，讲故事画宪法；高
年级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活动，从现实中择
取大量鲜活的案例，让孩子在“断案”中熟
知宪法宗旨。

省教育厅：创新形式学习宪法

据了解，目前我省从小学到大学教育
都有相关的法律内容，但是法律内容大多
涵盖在其他思想政治课程里。比如，小学
有《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有
《思想品德》课，高中有《思想政治》，大学有
《法律基础》的公共选修课等。但目前青少
年法律教育还存在三大方面问题：专业知
识不成体系，缺乏专业师资配备，教育方式
缺乏创新。

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负责人韩小雨说，
过去主要是通过其他学科渗透法律教育，没
有专门的课程和教材，法制知识不够体系化，
法治内容不够专门化，衔接上也不太好。而
且缺乏专业的法律教师，思想政治老师来上
法制课，专业知识是缺乏的。除此之外，青少
年学法律的特点跟成年人不一样，必须结合
青少年的成长特点，学习必须从实践中来体
会，对形象性和具体性有要求，现在的法律教
育还缺乏活泼的设计，在教育的形式方法上
需要创新。

韩小雨介绍，从今年开始，我省各学校将
结合课程升级、班会，利用多种环节，渗透学
习宪法，从日常教育教学和节日活动，让学生
了解宪法。从2015年开始，我省将把宪法内
容纳入到中考考试范畴。

提起宪法内容，不少学生、老师和家长答“不清楚”。专家呼吁——

宪法教育：从青少年抓起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将每年 12 月 4
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
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
精神。”今年12月4日，我们将
迎来第一个国家宪法日。近
日，省教育厅下发通知，要求重
点做好中小学的宪法教育工
作。宪法教育为什么要从青少
年抓起，本期教育周刊邀请我
省学者和法官一起来为师生家
长解读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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