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缤纷课堂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近日，“椰苗美育
行动计划”美术教学成果展在海口举办，展出
200余件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和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红毛希望小学学生创作的中国画。

据介绍，“椰苗美育行动计划”是省教育
厅近年来重点推进、惠及全省中小学校的美
育工作项目。该项目发挥高校和专业美育团
体的资源优势，助力打造“健康阳光、好学上
进、勤劳诚信、文明朴实”海南学生特色印记，
全面提升海南省基础美术教育水平。

琼台师范学院和海口市第二十七小学、
琼中红毛希望小学是“椰苗美育行动计划”项
目的“牵手学校”，近年来在课程开发、师资培
训、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合作。本次
展览既是“椰苗美育行动计划”美术教学阶段
性成果展示，也是琼台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承
担的海南省基础教育优秀成果推广项目“多
方联动的小学美术课程资源开发与实践探
索”的研究成果阶段展示。

目前，琼台师范学院“椰苗美育行动计划”
帮扶范围已从2个市县扩大到6个，从美术领
域扩展到音乐领域，从一年支持计划变为三年
支持计划。琼台师范学院副院长林琛表示，将
以本次展览为契机，加大与市县教育局及中小
学校间配合与协作，整合各类美育教育教学资
源，推动“椰苗美育行动计划”深入开展。

“椰苗美育行动计划”
打造海南学生特色印记

美育润椰苗

资讯 考古研学航海行 ■ 雷阳

日前，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们
在琼海潭门镇拜访了老船长卢家
炳。卢家炳是琼海市潭门镇人，在
南海从事渔业捕捞数十年。与学
生们座谈时，他拿出了祖传的《更
路簿》。潭门渔民世代航海、战台
风、斗海盗、逐鱼群，中国渔民最早
为南海诸岛命名……一系列波澜

壮阔的海上航海故事被他娓娓道
来。

说到兴起时，卢家炳拿出纸笔
当场勾勒出一幅航海地图，“这里是
暗礁区，水下多有湍流，非有多年经
验的航海人绝难进入……海上航行
不能靠运气，要学会看天象。如果
傍晚太阳入水时颜色发红，那么第

二天必然有风无雨；如果太阳入水
时颜色发白，那么三日内必然风雨
交加……”在卢家炳的讲述下，学生
们学到了许多南海航行知识。卢家
炳将这张珍贵的手绘地图送给参加
研学活动的师生们，希望他们能更
深刻地感受到古人记载于《更路簿》
中的伟大征程和动人故事。

怀揣着对南海文明的憧憬与向往，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学
校国际班高三学生今年自发成立学校青年文化研讨协会。近期，
他们走出传统课堂，在省博物馆水下考古专家贾宾的指导下，以
《更路簿》（南海渔民自明代以来就使用的航海手册，除了记载通往
某个地区的航程和航向，还详细记录了南海诸岛、屿、礁名称及准
确位置等）为历史依托，以琼海潭门千年渔港为活动起点，开展了
极具特色的琼岛航海考古研学活动。

为了开展好此次研学活动，师生们耗时4个月进行活动内容
设计，将非遗口述整理、文物修复、田野考古、气象预测等内容融入
其中，希望能以科学文化引领实践探索，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将中
华文明烙印于莘莘学子心底。

“以史为鉴，勤学可以知兴替。居安思危，年少未敢忘忧国。
通过此次研学活动，我们不仅重新认识了南海先民的伟大智慧，也
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如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作为青年学子，我
们都应当积极投身到南海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去。”此次研学
活动学生代表曹大镛表示。

南海航行求真知

潭门拜访老船长

历史中埋藏着古老文明起源的秘
密。初入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
大厅，厚重的历史气息便扑面而来。
针对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和《更路簿》
的起源与变化，该馆藏品保管部负责
人李剑等专家与参加研学活动的师
生们进行座谈。被誉为“南海天书”
的《更路簿》内容涉及自然、地理、历
史、法律、文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具
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传统罗盘的
定位方法、南海岛屿的命名规则……
《更路簿》中许多原本让学生们感到
困惑的问题都得到了专家解答。接
下来，学生们还学习了如何使用环氧

树脂对出水陶瓷器物进行修复。
告别琼海后，师生们由三亚市

凤凰岛码头登船继续开展研学活
动。在近72个小时的航行期间，学
生们围绕预先设定好的项目课题分
组开展研学活动。在针对“落日颜
色与海上短期气象预报”所设计的
观察实验中，师生们向船员及渔民
搜集大量天气资料图片后，又对比
了近60日内的气象数据，结果发现
卢家炳老船长的经验预报法准确率
竟高达 87%，再次证明了自古以来
南海渔民的航行智慧。

本次研学活动中，师生们一共完

成研学课题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口
述整理1卷、探访海南文化遗址3处、
记录动植物37种和制作科学标本10
余件。

此次研学活动带队指导教师表
示，“许多参加此次研学活动的高三
学生，明年将走出国门继续深造。希
望此次研学活动能成为他们的‘行前
一课’，期待大家能够厚积文化底蕴，
心怀南海文明，以自然科学为笛、以
历史思辨为鼓、以爱国热忱为谱，合
力奏出最美中国音。

（作者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海口
学校教师）北大附中海口学校国际班师生开展南海考古研学行。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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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季学期
开学后，“双减”政
策落地，我省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立足
自身实际，积极为
学生们提供精彩纷
呈的课后服务。目
前，全省应开展课
后服务的708所义
务教育学校已全部
开展课后服务，参
与教师4.9万名，惠
及学生74.8万名，
其中包括部分乡村
学校。

海南日报记者
近期采访发现，专
业性人才紧缺成为
制约我省乡村学校
课后服务发展的最
大问题。如何借助
更多专业“外援”为
乡村学校课后服务
增姿添彩，让乡村
学校学生在校内既
能“吃饱”又能“吃
好”？海南日报记
者近日对此进行采
访。

今年9月开学后，随着校内课后
服务的全面展开，澄迈县福山中心
学校的老师们几乎全员“上阵”。不
过，即便如此，该校依旧面临着课后
服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毕业于武汉体育学校的孙乐
基，是福山中心学校今年新上岗的
体育教师。他抱着回馈家乡的想
法来到福山中心学校任教。“学校
内不少运动设施年久失修、运动场
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
教学内容的开展，课后服务体育类
课程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孙乐
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共有 6
个年级 24 个班，只有 3 名体育教
师。一名体育教师要给 8 个班上
课，工作量较大，无疑也会影响课
后服务体育类课程的开展。

“我们学校每个老师都身兼数
职，不仅要上得了讲台传道授业，
还要下得了课堂吹拉弹唱。开展
课后服务，对于老师们来说是不小

的挑战。”福山中心学校校长徐亮
坦言，为了开展好课后服务，学校
目前除了充分发挥本校老师的主
体作用外，还积极引进“外援”力
量。例如，引进乡村少年宫足球老
师为校足球社团学生上足球课，普
及足球知识和技能。

据了解，和城区学校相比，我
省大部分乡村学校体量小，师资力
量、器械不足等成为制约课后服务
发展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省乡村学校开展课
后服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专业性
人才紧缺。课后服务除了基础托
管之外，在兴趣课程的服务上，乡
村学校专任教师明显不足。”近期，
省教育厅“双减”办有关负责人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
这种情况，我省鼓励老师们充分发
挥自身特长和主观能动性，积极组
建以在职教职工为主，同时充分统
筹社区、社会等资源的多样化、专
业化课后服务队伍，为广大学生提
供适宜的课后服务。

画画、合唱、舞蹈、足球、篮球、乒乓球……
“双减”政策落地后，我省中小学课后服务课堂
精彩纷呈。部分乡村学校请来“外援”力量，助
力课后服务课堂发展。

近期，三亚市天涯区槟榔小学从三亚黎赛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请来经验丰富的“外援”力量，为
学生们提供课后服务专业课程。其中，三亚黎陶
民间技艺传承人董小龙颇受学生欢迎。

“大家知道黎陶是用什么材料制成的吗？”“老
师，我知道。黎陶是黎族人民传承千年的传统技
艺，用黏土作为原材料制成器物。”近日，在槟榔小
学课后服务黎陶课上，董小龙与学生们相互交流，
讲述黎陶的历史。

与此同时，槟榔小学还与我省高校合作，邀
请高校专业教师进校授课，槟榔小学教师当“学
生”充电，学有所成后再为学生们授课。

与槟榔小学一样，澄迈县瑞溪中心小学也
积极与“外援”合作，丰富课后服务内容。瑞溪
中心小学近期与澄迈县文化馆联合，将非遗文

化引入课堂。
“先往前方抛袖，接着收袖，小

五花动作连续翻转3次，左手画一
个抛物线，将水袖展开，轻轻地
搭在左肩上。你们的动作很漂
亮，坚持住。”近日，澄迈县文化
馆琼剧教师戴金原在瑞溪中心
小学向学生们传授琼剧水袖
的甩动方法。

瑞溪中心小学学生曾尹
彤对海南日报记者说，“我以
前经常跟着爷爷奶奶听琼
剧，很喜欢琼剧婉转的曲
调。在琼剧课上跟着老师
学习，感觉收获良多。”

“开展形式多样课后服
务课程的初衷，是让学生
放学后不仅能‘留下来’，
还要‘留得有价值’。随
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像
戴金原这样的‘外援’
老师在乡村学校里逐
渐增多，成为海南乡
村学校一道道靓丽风

景线。”澄迈县教育局基
教部门有关负责人说。

作为澄迈县首批落实“双减”政策执
行单位之一，澄迈县社区教育学院充分发
挥社区教育优质资源的辐射力量，将社区
教育的特色课程移入小学校园，让学生足
不出校就能体验到多姿多彩的社区教育
特色课程。

“文儒镇目前留守儿童较多，很多孩
子放学回家后，家中老人无法引导他们继
续学习。此外，由于文儒中心学校师资力
量不足，学生课后生活有待丰富。”澄迈县
社区教育学院负责人王健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针对这种情况，在该院的引导下，文
儒镇社区教育学校在社区教育关爱留守
儿童教学活动基地，开设助力“双减”落地
成就七彩童年公益课堂，解决留守儿童

“放学去哪”难题，守护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

无独有偶，澄迈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
动中心也加入助力“双减”的队伍中，多次
开展“科艺缤纷 情暖乡村”送教下乡课后
服务活动。

“老师，我做的航空模型飞得最高。”
近日，冬日暖阳照进澄迈县龙坡小学，澄
迈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航模教师
王华带着十多名学生来到操场。他们纷
纷拿出自己做好的航空模型，在空中划出
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校外活动中心给我们送来了声乐、书
法、绘本阅读、航模和科技课，让学生们在体
验中加深学习。此举不仅为我们这所乡村
学校送来更丰富的教学资源，也为乡村孩子
打开了更广阔的大门。”龙坡小学校长吴康
对此感受颇深。

不过，目前“外援”走进乡村学校课后
服务课堂，其实还存在不少难题。海南日
报记者近期走访发现，以下问题困扰着大
多数乡村学校校长：一是安全问题。如何
为校内课后服务选择有资质、信得过的“外
援”，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学校难以把握；
二是质量问题。课后服务课程需要有完整
的教学计划、教学体系，不能抱着“上一堂
是一堂”的敷衍心态，不能对学生的学习不
负责任。

对此，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副院长吴益平
表示，“双减”政策出台前，我省部分中小学
就曾因为师资不足等多种原因利用校外教
学资源，这不是海南教育新现象。教育要取
得实效，本不应受学校围墙限制。

“为了做好校内课后服务，学校如果无
法通过本校教师力量提供课程，可以利用
校外资源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包括乡村少
年宫教师、民间艺人、‘候鸟’人才、能工巧
匠等，也可以利用有资质的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但是一定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
门进行统筹遴选。”吴益平表示，引入“外
援”的课后服务课程也要进行科学的课程
设计，确保服务内容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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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县龙坡小学学生制作飞机模型。
本报记者 高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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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天涯区
槟榔小学学生学习
制陶。
本报记者 徐慧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