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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靓校园环境 打造校园文化 塑造师生榜样 推进校园文明

海口琼山五小：文明之花飘香校园

在近日召开的全
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
大会上，海口市琼山区
第五小学荣获第一届
“全国文明校园”荣誉
称号，这与该校始终坚
持把“打造文明校园，
培育文明学生”作为学
校工作的重要目标密
不可分。长期以来，琼
山五小以文明建设为
抓手，注重校园文化打
造，探索礼仪操、椰壳
操等特色教育，让文明
之花在校园尽情绽放。

扮靓校园环境
校园处处显文明

在琼山五小校园大道的两侧，两排
“重阳树”傲然而立，寓意着“尊老孝
亲”。树的底部环绕着一圈标刻着三字
经、弟子规等内容的围椅，寓意“今日以
经典奠基，明日可栋梁参天”。

“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让每一条通
道都富有生命力，让每一个设施都具有
教育功能，让校园环境成为滋养学生心

灵的沃土。”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副校长
许青告诉记者，在创建文明校园的过程
中，琼山五小一直对校园环境建设坚持
着这样的高标准原则。

为了充分利用环境，学校将校内的
空白墙壁、拐角、阶梯，变成师生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养成教育的
阵地。“崇德楼”每一层楼的顶梁上，都张
贴着具有中国符号的唐诗宋词、成语故
事以及名人名言，许青说，如此注重“横
梁文化”，是为了让孩子们“抬头读经典，
低头学做人”。

在“崇德楼”的旁边，有一片茂密的
“师林”，里面种植着47棵绿树。在建校
的那一年，学校组织首批47名教师，每
人买下一棵小树苗并进行精心呵护。如
今，每一株小树都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
树，如同孩子们一天天的成长。对于不
少五小老师来说，这是一片有情怀的树
林，也时刻在提醒着他们“不忘初心，将
孩子们培养成社会栋梁”。

在琼山五小，诸如此类的“小角落”
还有很多。学校的精心设计，不仅让校
园文化标志化，更为孩子们塑造了一个

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孩子们从小在文明
的校园里快乐成长。

打造校园文化
将文明理念融入学校教育

文明校园与校园文化的创建密不可
分。琼山五小自2003年落成伊始，就紧
紧围绕育人核心宗旨，着力打造自己独
特的校园文化。

文化始于读书，文化成于视野。海
口市琼山五小教务处副主任周雄表示，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让孩子们从小“读经
典书，做儒雅人”，学校开展了“国旗下的
经典诵读”“我爱阅读”等系列活动，进行

“最美班级”“最美办公室”“最美书屋”
“最美孝心少年”等评比，使校园文化落
实于活动之中，营造了浓郁的文化氛
围。同时，学校还打造了“五个多彩魅力
日”和“六大魅力节”，以丰富的校园师生
文化生活，打造文明校园文化底蕴，彰显
文明校园文化特色。

此外，琼山五小还着力打造自己独
有的“魅力课程”，自主开发《践行价值
观，携手促双创》读本，以“四进一见”（即
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进人心、见行
动）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有机融入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编写了
《走进国学》系列读本，通过诵读、征文、
演讲、绘画、雕刻、手抄、舞蹈、奏唱等孩
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从小植入孩子们心中。

在学校兴趣社团，竹竿舞、石头
画、葫芦丝、椰雕等与海南文化相关的
特色兴趣活动，同样也受到了孩子们
的欢迎。

树立师生榜样
以典型带动师生成长

“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的师资队
伍，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基础，也是我
们建设文明校园的保障。”琼山五小校
长吴成说，在校方看来，教师的成长与学
生的成长同等重要。在平时教学工作

中，学校要求每一位教师时刻做好表率，
在学生面前树立文明群体形象，展示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为了打造出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
学校制定了师德师风建设实施方案、师
德师风检查方案、教师一日规范要求等
制度，定期举行师德师风专题讲座，列出
教师忌事忌语，警示教师莫“碰线”。要
求教师以“传道、授业、奉献”为己任，视

“正己、爱生、敬业”为天职。
除了带好教师团队建设，在创建文

明校园的过程中，琼山五小也格外注重
“榜样”的力量。学校每年都会开展一次
“最美孝心少年”评比，通过树典型，带动
周围学生不断完善人格修养，形成良好
的道德品质。

因为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生活无法
自理，年幼的田素仪自小学起，每天坚持
为母亲买菜做饭、擦背喂食。当同龄的
孩子在奔跑玩耍时，她小小的臂膀上已
经开始承担生活的烦恼，可天性乐观的
她说：“我并不觉得这样苦，我是妈妈的
孩子，这是我应该做的。”

在去年琼山五小“最美孝心少年”的
评选中，田素仪高票通过，成为全校师生的
好榜样。而这样的典型还在不断涌现
——每次学校大扫除，12岁的的陈玲都会
主动留下来帮忙。回到家里，她也会主动
帮助父母做家务；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在外
打工，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击垮年幼的曾小
龙，反而让他越挫越勇；得知同学的爷爷靠
回收废品维持生计，9岁的王康达第二天
就整理出自家的旧报纸和瓶瓶罐罐，送给
老人；几乎每到周末，学校三五名教师就相
约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擦背做饭……

通过扎实的文明建设，近年来，琼山
五小已先后被评为“海口市示范家长学校”

“海口市平安校园先进单位”“海口市十佳
最美校园”“海南省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
校”和“海口市文明校园”。海口市琼山区
教育局局长陈育胜说，学校将借获得“全国
文明校园”契机，深入打造校园文明建设，
让文明之花飘香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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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五小优美的校园环境。

学生们在上椰壳画课。

被列为海南四大名菜之首“文昌
鸡”，在文昌已不仅仅是一种菜肴，更
是一种传统文化。据史料记载，文昌
鸡约在公元1600年前后随大陆移民
引入文昌。对文昌鸡的描述，清代《岭
南杂事诗抄》写到：“文昌县属有一种
鸡，而若牧肉，味最美。盖割取雄鸡之
肾，纳于雌鸡之腹，遂不生卵，亦不司
晨，毛羽渐疏，异常肥嫩。以其法于他
处试之则不可，故曰文昌鸡。”

相传明代有一文昌人在朝为官，
回京时带了几只鸡献给皇帝。皇帝
品尝后称赞道：“鸡出文化之乡，人杰
地灵，文化昌盛，鸡亦香甜，真乃文昌
鸡也！”文昌鸡由此得名，誉满天下。
文昌鸡最早出自该县潭牛镇天赐村，
此村盛长榕树，树籽富含营养，家鸡

啄食，体质极佳。文昌鸡的特点是个
体不大，重约1.5千克左右，毛色鲜
艳，翅短脚矮，身圆臀平，皮薄滑爽，
肉质肥美。

文昌鸡在香港、东南亚一带备受
推崇，名气颇盛。2014年，文昌鸡入
选“香港人最喜欢海南十大美食”，是
海南华侨的一种特殊的“乡愁”。文
昌鸡摆盘美观，色泽淡黄光亮，皮脆
肉嫩味鲜，醮佐料而吃，入口喷香，爽
滑异常。海南人吃文昌鸡，传统的吃
法是白斩（也叫“白切”），最能体现文
昌鸡鲜美嫩滑的原汁原味。同时配
以鸡油鸡汤精煮的米饭，俗称“鸡
饭”。海南人称“吃鸡饭”即包含白斩
鸡在内。白斩文昌鸡在海南不论筵
席、便餐或家庭菜皆派用场。有“厨

师之乡”称号的文昌，文昌鸡早已被
厨师们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文昌鸡
为主食材，通过盐焗、白斩、蒸、炒等
各式烹饪手法炮制出的美味菜肴，现
在已达百种之多。

据了解，“中国文昌鸡美食之乡”
评审从今年7月份开始筹备，历经专
家考察组实地考察、专家评审等程
序，最终文昌市凭借良好的文昌鸡饲
养环境、优越的政策支持、扎实的产
业基础、深厚的美食文化底蕴及多样
化的烹饪方式等优势通过了“中国文
昌鸡美食之乡”认定。此次获得“中
国文昌鸡美食之乡”荣誉称号，对于
提升文昌鸡知名度、美誉度，拓宽文
昌鸡销售渠道，促进文昌鸡产业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饲养环境好 政策扶持优 产业基础实 文化底蕴厚 烹饪方式多

文昌获“中国文昌鸡美食之乡”称号
11月27日，在第二届

中国国际饭店业大会暨海
南特色美食文化节大会
上，文昌市被中国饭店协
会授予“中国文昌鸡美食
之乡”的美誉。作为发源
地和主产区的文昌，近年
来始终把文昌鸡产业作为
文昌市的特色农业，不断
加大发展力度，实行文昌
鸡标准化饲养、专业化生
产、产业化管理。

目前，文昌市文昌鸡
年孵化鸡苗1.5亿只，年出
栏 7512 万只，年出岛近
1500万只，占当地畜牧业
总产值的63%，占农业总
产值的30%。

2005年7月15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将《原产地域产
品保护规定》和《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的
地理标志管理合二为一，“文昌鸡”也因此
正式纳入了地理标志管理。多年以来，养
殖规模和美食销售额不断扩大。年养殖产
值超过了32亿元人民币，文昌鸡美食增加
值在50%以上。文昌鸡出栏100万只以上
的企业有海南龙泉文昌鸡集团公司、海南
潭牛文昌鸡育种有限公司、文昌市歌颂畜
禽发展有限公司、海南传味文昌鸡养殖有
限公司、海南永基文昌鸡有限公司5家，亦
涌现出了“传味”“龙泉”“榕籽”“歌颂”“潭
牛”和“永基”等多个系列著名品牌产品。

近年来，文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
昌鸡产业的发展，始终把文昌鸡产业作为
文昌市的特色农业，不断加大发展力度，实

行文昌鸡标准化饲养、专业化生产、产业化
管理。经过提纯复壮与产业化开发，文昌
鸡养殖已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形成集种鸡、孵化、育雏、
育成牧养和笼养育肥、屠宰加工、市场营销
（内销和出口）等一条龙的文昌鸡产业链。
目前，文昌鸡规模化饲养已占总出栏量的
90%以上，年孵化鸡苗1.5 亿只，年出栏
7512万只，年出岛近1500万只，占当地畜
牧业总产值的63%，占农业总值的30%。

为了促进文昌鸡产业的长远发展，文昌
市近年来还实施了品牌发展战略，重点扶持
文昌鸡加工企业和文昌鸡养殖龙头企业，加
大文昌鸡原产地标记和注册商标保护力度，
前后制订出台了《地理标志产品文昌鸡保护
暂行管理办法》、《文昌市文昌鸡产业发展规
划（2016年—2025年）》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将文昌鸡作为名特优农产品加以保护和发
展，大力打造文昌鸡品牌。比如举办文昌鸡
产业推荐会，带领文昌鸡产业企业参加海博
会、农博会、冬交会等展会。

2013年，在海口举办的文昌鸡产业推
介会上，来自香港、北京、广州、佛山和珠海
等多家企业与海南本地5家文昌鸡龙头企
业现场签订了文昌鸡购销合同，签订年购
销文昌鸡 454 万只，金额达 2.36 亿元。
2017年，在第八届中国海南农民博览会文
昌鸡产业推介会暨产销对接活动环节中，
来自新加坡、上海、深圳等多家企业与海南
本地4家文昌鸡龙头企业现场签订了文昌
鸡购销合同，共签订年购销文昌鸡量1105
万只，金额达6.32亿元。

本版策划/其月 撰文/其月 黄良策
图/乐凯 摄

美食与文化并行 文昌鸡成华侨的“乡愁” 名声在外 文昌鸡订单不断

白切鸡。

文昌被评为“中国文昌鸡美食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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