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民族技工学校学生陈慧如：

巧手织出七彩锦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陈慧如（一排居中）和学校师生在首届“黄炎培杯”中华职业
教育非遗创新大赛上收获颇丰。 本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民族
织绣专业学生黄叶开是五指山
人。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
很喜欢黎族传统文化，希望通过
系统学习将黎族传统文化传承
下去。”

据介绍，为了让黄叶开等学
习传统技艺的学生全身心投入学
习，政府和学校还为他们发放了
生活补贴。在海南省民族技工学
校学习民族织绣、民族美术、民族
工艺品制作、民族音乐与舞蹈专
业等特色专业的全日制学生，除
了免学费外，在前两年的学习中，
每人每年还可以获得5000元的
生活补贴。

近年来，海南省民族技工学
校毕业生不仅在传承非遗技艺比
赛中大放异彩，还积极投入到当
地的乡村振兴工作中。该校五指

山番茅办学点2009级黎锦班学
生黄慧琼毕业后创办了五指山缦
达隆黎锦专业合作社，带领50余
名农民一起创业。2012年，该合
作社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少数
民族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项目示
范基地。

从过去的师资匮乏到非遗传
承人走进课堂；从没有专门的教
学计划到开设校本课程；从过去
人们对学校专业认识不到位、觉
得没有发展前景，到如今课堂中
出现了许多前来求学的非遗文化
爱好者……近年来，海南省民族
技工学校摸索出一条独特的非遗
传承道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和辐射效应。

“作为一所中职院校，我们
希望学生们通过黎族传统技艺
的学习，将黎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技艺传承下去，探索优秀传统文
化技艺在现代生活中的新价
值。”罗雅说。

据了解，下一步，该校将建设
全省非遗基地和中小学研学基

地，以产学研商旅相结合为目标，
打造一个集展馆、表演、体验于一
体的基地，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海
南民族文化特色，感受民族传统
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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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经济学院结合学科优势
服务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编新教材 开自贸课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开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课程，出版《中国（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典型案例》，
建立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中国（海南）竞争政
策研究中心……近年来，海南大学经济学院结合应
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等学科优势，充分发挥高校
服务社会职能，积极服务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编撰教材 开设课程
让师生直观了解自由贸易理论

“我们目前正在抓紧编撰《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概论》教材，将在本学年冬季小学期面向本科生
推出课程安排，加强自由贸易港系统知识的传授。”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余升国说。

去年秋季学期，该院已面向研究生开设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课程。海南大学研究生罗羽表示，

“在这门课上，大家通过中国知网查询阅读自贸试
验区、自贸港相关主题的文章，每名研究生都要进
行知识梳理并制作PPT，在课堂上和其他同学分享
自己对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的认识。”

据了解，为了开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课程，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专门修改了研究生的培养方案，
为这门课安排了32个学时、2个学分。“从今年3月
开始，学院面向师生开设‘海南自贸名家讲坛’，目
前已经主办7期，先后邀请长江特聘教授、南开大
学经济学院院长盛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
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等业界大咖开讲。”据余升
国介绍，该学院的专家教授也积极“走出去”，在省
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对自贸领域的政策进行解
读和宣讲。

建立智库 承办论坛
在自贸研究领域积极发声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应用经济学是海南省特
色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是省级重点学科。今年9
月，该院推动成立了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中
国（海南）竞争政策研究中心两个省级智库。

据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世杰介绍，海南
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聚焦于中国经济
全方位开放与自贸试验区、自贸港探索等领域的关
键重大问题，包括开放型经济体制、服务贸易创新、
离岸金融发展、区域产业体系、财政税收改革、自由
贸易港制度设计等，目前已经承接了“一带一路”南
向开放战略子课题、海口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规划
（2020-2025）等重要课题。中国（海南）竞争政策
研究中心获得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的支持，承担国际视野下自由贸易港竞争政策研
究，并受海南省市场监管局的委托，目前已启动编
制《海南省竞争政策研究报告》。

在海南省开放型经济研究院揭牌成立之际，
海南大学经济学院还同时承办了首届中国自由
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开放与制度创新论坛，邀请
赵晋平等专家围绕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建设等
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出版专著 申报课题
深入研究自贸政策

今年3月，海南大学经济学院会同海南省商务
厅服务贸易促进局共同成立了“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典型案例”课题组，对
海南省2015年以来的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工作开展
深入调研，并与国内多位学者共同完成了研究报告
和服贸创新案例集。今年8月，《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典型案例》一书正式
出版，该书从壮大市场主体、服务贸易便利、扩大双
向开放、提升行政效能四大方面，在全省范围内遴
选出15个海南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从
现状描述、经验总结、模式提炼和专家点评等多个
层面，全方位呈现了海南省服务贸易创新试点的典
型案例和成绩经验。

此外，该院还组织全院教师积极为自贸港建设
建言献策，先后提出“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探
索若干思考”“海南蔬菜市场价格稳控调研报告”等
数十项资政建议或调研报告。

据李世杰介绍，该院今年已立项《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政策供给研究》等 8项国家级科研课
题。其中，《深化“放管服”改革与发展软环境研
究》课题入选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名
单，实现了海南大学经济学院在重大课题申报方
面的历史性突破。

教育周刊
广告联系：17899883967

投稿邮箱：
2996130659@qq.com

教育周刊二维码

一条条细线在灵巧的双手中
来回穿梭，经过反复推拉，逐渐织
出许多美丽的图案……日前，在
首届“黄炎培杯”中华职业教育非
遗创新大赛展演现场，一位身着
黎族传统服饰、佩戴精致银钗的
女孩向现场观众展示着黎族传统
织锦技艺。

她就是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
2018级民族织绣专业学生陈慧如，是
本次代表海南赴安徽参赛的队员之
一。 赛前，她在老师陈达谞的带领
下，花费了一个月时间，共同织出黎
锦作品《同心歌盛世》，在本次大赛获
得一等奖。

当其他女孩选择美发与形象设
计等大众熟知的专业时，为何陈慧
如却选择了民族织绣这个看似“冷
门”的专业？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我是黎族人，父亲希望我能学
习一门黎族传统技艺。经过学习，
我现在已经爱上了黎锦这门传统
技艺。”

去年8月，陈慧如的父亲带着

她从乐东老家来到位于五指山市的
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求学。以前从
来没有接触过黎族织锦技艺的陈慧
如看到老师展示的织锦过程，不禁
惊叹道：“原来黎锦是这么织出来
的。”

制作一幅黎锦需要经过多道工
序。除了构图、配色外，在纺织过程
中还要保持布面平整光洁，许多人在
这个环节的学习中遇到了难题，陈慧
如也不例外。

编织图案不平整，织双面锦
反面图案时容易受到正面图案的
干扰……陈慧如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遇到难题时，她就向老师求

助，毕竟织锦大师就在身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刘香兰是学校为她们请来的专

业课老师。

学会织锦技巧后，陈慧如还要花

费大量时间反复练习，“我过去没学

过黎锦技艺，现在只能抓紧学习以勤

补拙了。”

“黎锦有10多种编织技法，陈

慧如目前已经掌握了单面织、反面

织、扎染、提花、提花混合单面织等

技法，达到中等水平。”陈慧如的班

主任黄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

短短一年内就掌握这些技法，仅靠

每周一天的专业课练习是不够的，

陈慧如平时也下了很多苦功，我常

常在织锦教室里看到她刻苦学习

的身影。”

陈慧如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

希望自己毕业后能从事与黎锦技艺

相关的工作，把这门古老技法不断传

承下去。”

黎族文化大放异彩

11月27日下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黎族织锦技
艺实训基地看到了这三件获奖作
品。其中，黎锦《同心歌盛世》的图
案以黑色为基调，用黄色的线织出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字样，将
黎族传统文化图案和现代汉字元素
相结合，内容新颖。黎锦《乘龙图》
则根据黎族传说中的爱情故事进行
创作。

剪纸《换了人间》描述了解放海
南岛的场景，“我们为这幅作品取
名为《换了人间》，源自毛主席的诗
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以此寓意人民的生活旧貌换新
颜。”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剪纸教
师韦勤说。

据了解，本次大赛最大的特点
是参赛作品展示了非遗文化与传统
技艺的传承成果与产教融合力。这
是一次全国非遗职业教育精英的聚
会，更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
的盛会。参赛者在实物展示、技艺
展示、现场表演、展板宣传、影像宣
传及非遗教学案例交流等多个环节
进行比拼，竞争十分激烈。

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教师任蕾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学校接到参赛
通知时，报名时间快要截止了，备战
时间十分紧迫。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们决定以此作为参赛作
品的创作主题，由老师带着学生开
始准备参赛作品。”

在为期3天的比赛中，海南省民
族技工学校的师生们为现场观众和
评委展示了黎锦纺染织绣工艺流
程、黎族剪纸及木雕工艺，进行黎族
竹木器乐鼻萧表演，演唱黎族民歌
《秋歌唶》等，让黎族文化在比赛现
场大放异彩。

据介绍，作为海南唯一一所培
养黎族传统技艺人才的中等职业学
校，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的师生们
参加本次大赛，除了能让更多人了
解黎族文化，还可以查找自身不足、
进行自我提升。

省民族技工学校师生非遗创新大赛获佳绩

指尖赛技艺 非遗放异彩

■ 本报记者 林晓君 贾磊

日前，以“传承、创新、赋能、发展”为主题的首届“黄
炎培杯”中华职业教育非遗创新大赛暨非遗职业教育成
果展示会在安徽省举行。作为我省唯一的参赛代表，海
南省民族技工学校在本次大赛中获得3个奖项，黎锦《同
心歌盛世》、黎锦《乘龙图》获一等奖，剪纸《换了人间》获
二等奖。

近年来，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摸索出一条独特的非
遗传承道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辐射效应，被评为
第二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单位和第二批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据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校长
罗雅介绍，为了更好地进行非遗
文化传承，该校最初于2009年在
部分少数民族聚居乡镇开设了民
族织绣专业非全日制学历农村
班，2011年又在学校内开设全日
制学历专业，制定完善的专业培
养方案和教育实施计划。2013
年，又追加开设了黎族雕刻、黎族
剪纸专业全日制学历班。此外，
该校还面向全校师生开设了第二

课堂，其他专业学生也有机会在
课堂上学习非遗传统技艺。截至
目前，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农村
班已累计培养黎锦专业技能型人
才4463人。

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国
家民委三部委公布了联合遴选的
首批全国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
与创新示范专业点名单，由于专
业特色鲜明、教学效果明显，海南
省民族技工学校的织锦、剪纸专

业入选。
近日，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

黎族雕刻班教师、“南海乡土人
才”蒋友锋在教室里指导学生学
习根雕技艺。除了蒋友锋，“南海
工匠”韦勤、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等人也在
该校任教。

据罗雅介绍，为了更好地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该校从创设
专业起，就高薪引进黎族文化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和工艺大师组建
教师队伍，搭建完善校内外教学
基地，组织专业老师编写校本课
程。

同时，积极探索传统教学与
现代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
传统的手把手、一对一、口传身授
的非群体化传授方式，转变为多
媒体教学、微视频、图案手绘与电
脑设计、织锦技艺图案与制造技
法数字化等授课方式。

探索传统技艺的新价值

数字化教学助力指尖课堂

省民族技工学校学生在黎族织锦技艺实训基地学习织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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