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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时评

资讯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
实践大赛举行

我省选手斩获
两个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刘晓
惠）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
我省参赛选手在第十九届全国中小学信
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赛线上决赛中创下
佳绩，获得2个一等奖、18个二等奖和
11个三等奖。

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大
赛是今年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的2021—
2022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之一。大赛设有创意编程、创新创
意、智能竞技3大类别共24个竞赛项
目，赛项内容涵盖了编程猫创新编程、数
字艺术作品创作、3D智能设计、水中机
器人、机器人格斗、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多
个智能科技领域。

近年来，我省教育信息化工作通过
以赛促练、以赛促研、以赛促教，培养中
小学生科学精神和实践创新能力，激发
学生创新思维潜能，创新成果不断取得
新突破。

近日，2021 年海南省
大中专学生田径赛在琼台
师范学院举行，我省31所
大中专学校的734名运动
员参加 50 多个项目的比
拼，参赛队伍、参赛人数和
比赛项目均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我省大中专学生田
径赛是一项全省综合性传
统体育赛事，迄今已成功举
办八届。

文\通讯员 王勐婧
本栏图片由参赛学校提供

“虎爸式”教育
不是家务事
■ 沈彬

近日，江苏南京“虎爸”毛某逼着还
在上小学、幼儿园的儿女学习高数，其间
甚至谩骂、殴打子女，他的妻子郑某向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法院做出裁定：禁止被申请人
毛某对妻子、两个孩子及其相关近亲属
实施家庭暴力，保护令的有效期限定为
3个月。

众所周知，司法裁决不仅有针对当
事人的处置、惩罚作用，更有在全社会范
围内的传扬、警示作用。这一次“虎爸教
育”被司法机关认定为家庭暴力，也是给
望子成龙、拔苗助长的家长提了一个醒：
小心撞到反家庭暴力法的红线——到时
甭说不能教育孩子了，就是和孩子见上
一面都可能会被禁止。

如今，应试教育压力依旧存在。一
些家长特别是有高学历的家长，担心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从而落入所谓的“阶
层滑落”陷阱，往往采取过度甚至大幅
超前的教育方式进行家庭教育。结果
不仅孩子难以接受如此超前的学习内
容，个别家长甚至因为孩子在超前学习
中表现不佳，对孩子实施家庭暴力，严
重伤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还触犯了法
律的红线。

在家庭教育中，如果个别家长因
为教育焦虑，迷失了教育的初心，把孩
子强行推进了“快进人生”，看似“学得
快”“背得多”，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就像南京的这名“虎爸”，逼着 5 岁、7
岁的孩子学习高等数学，背诵佶屈聱
牙的文言文，这完全有悖于孩子的学
习、认知规律。表面上看是“为孩子
好”，本质上是自私——以爱之名实施
暴力教育。

暴力教育不是教育，而是家暴。反
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不仅包
括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身
体侵害行为，还包括经常性谩骂、恐吓等
方式实施精神等侵害行为。如果家长的
家庭教育发展到动辄谩骂、恐吓、人格侮
辱，即使不是直接动手，也已经侵害了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这就进入了反家庭暴
力法的保护范围。

2015 年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针对
家暴的经常性、隐蔽性以及轻微性等特
征，专门设置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因遭
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
险，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这既是为了保护受害人，也
是通过法律方式阻止施暴者继续实施伤
害行为，使其明白所实施的家暴行为的
严重性。

据报道，在发布人身保护令之前，面
对职能机构的协调，毛某一直未能认识
到其教育方式失当的问题，反而认为其
管教孩子仅为“家务事”，最后妻子不得
不向法院申请了人身保护令。“虎爸”毛
某面对 3 个月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期
限，该冷静冷静，好好反思一下自己错在
哪里。

其他“虎爸”“虎妈”们也当以此为
鉴，明白虽然孩子是自己生的，但孩子不
是自己的“私产”这一常识。孩子有受到
法律保护的独立的人格权利，填鸭式、鸡
血式教育一旦越界，就容易演变成被法
律禁止的家暴行为。

（据《光明日报》）

暖阳斜照，青山环绕中的中国工农
红军海南琼中红军小学（以下简称红军
小学）充满生机——这边，红旗在蓝天
下猎猎飘扬；那边，挂满椰子的椰树迎
风而立。

12月16日下午四点半，放学铃声响
起，该校美术工作坊的学生们又迎来了
少年宫课程。每周一至周四下午放学
后，他们都会来到学校美术室，以画笔为
媒介进入艺术世界。

“对于这支画笔，孩子们格外珍惜。”
红军小学美术教师王葵是琼台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首届本科毕业生。2020年，她
就参与了学校对红军小学开展的美术
支教活动。她还记得，当时这所乡村小
学没有美术教室和专职美术教师，所有
美术课程由其他学科教师兼任授课，学
生们能得到的专业美术启蒙教育几乎
为零。

据了解，目前，海南不少乡村中小学
面临着美育工作推进难的困境。由于地
处偏远，经济相对落后，优质美育师资引
不进、留不住，这些乡村学校的美育工作
不尽人意甚至存在诸多空白，成为海南

基础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薄弱环节。
然而，美育对于帮助中小学生树立

正确审美观、提升对美的鉴赏能力和创
造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正因如此，教育
部近年来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明确要把中小学生学习艺
术类课程以及参与学校组织的艺术实践
活动情况纳入学业要求，探索将艺术类
科目纳入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

如何补齐美育短板，实现“弯道超
车”，成为海南教育界亟待思考和破解的
课题。

近年来，通过推进“椰苗美育行动计
划”“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全国中小学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遴选活动等
工作，海南中小学美育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许多学校在落实“双减”政策的
同时真正达到了“双增”效果——增加
学生校内参加户外活动、体育锻炼、艺术
活动、劳动活动的时间和机会；增加学生
校外接受体育和美育课外培训的时间和
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椰苗美育行动计
划”“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的实施，在海南
蹚出了破解乡村美育工作困局的新路

子，形成了大中小学联动推进美育工作
的新格局。

“师范类高校力量的介入，既能为帮
扶学校注入优质师资和美育资源，又能
为参与高校完善师范人才培养方案提供
依据和借鉴。”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副处长
史振卿说，省教育厅将继续发动和统筹
各方力量，深入推进海南中小学美育工
作取得新的进展。

以“椰苗美育行动计划”为例，从
2022年起，海南师范大学将对口帮扶白
沙、昌江，琼台师范学院将对口帮扶琼
中、乐东，社会专业美育团体将对口帮扶

五指山、保亭，以当地选定的依托学校为
载体，辐射带动县（市）域内中小学全面
提升美育质量。

在下一阶段美育工作推进过程中，
省教育厅将督促有关市县和学校，开展
充分调研，制定可行方案，围绕中小学校
美育课堂教学规范化、美育学习交流活
动常态化、学校美育工作管理制度化的
目标，形成一批富有地域特色的美育项
目品牌，构建起“一校一品”“一校多品”
的美育发展格局，充分激发中小学校美
育改革发展的内生动力，让孩子们感受
艺术魅力的同时，得到全面发展。

构建有地域特色的美育品牌

自己创作的美术作品登上了世界
舞台，在中国、法国、肯尼亚、巴西、美国
等多个国家参加ANOBO世界少儿科
技艺术巡展，文昌市联东中学（以下简
称联东中学）的学生们提及此事时充满
自豪。

2019年11月，海南师范大学获批实
施教育部“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对口支
持联东中学的美育建设工作。短短两年
时间，海南师范大学将“航天”“南阳革命
精神”“文昌传统民居灰塑艺术”等元素
融入联东中学美育课程，还在该校建起
了我省第一座乡村学校美育馆。

这所美育馆虽小，但展出的艺术作
品品类却不少。灰塑工作坊、创意工作
坊、中国书画工作坊、掐丝工艺和蓝印
花布工作坊的作品造型别致、用色大
胆，展现了学生们蓬勃的艺术创新力和
创造力。

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周春花介绍，文昌传统民居灰塑艺术已
经成为联东中学美育课程的重要内容，
学生们不仅创作了许多灰塑手工作品，
还将灰塑纹样染制到衣服上，在学校文
艺节晚会上走秀展示，“我们从他们身上
感受到了美的力量，他们就是传播海南

特色文化之美的生力军。”
“美育浸润行动计划”的实施，在联

东中学播下了艺术的种子。如今该校开
始主动向高校和专业机构寻求支持，先
后开启了合唱、古筝、琼剧等美育兴趣课
程，学生们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

施琼英表示，当前，她正指导工作室
将工作重点从师资培训向本土美术资源
开发拓展，以椰子、木棉花、苙文化、临高
木偶戏和哩哩美、黎族纹样和船型屋等
元素为中小学生设计富有海南特色的美
育校本课程，引导孩子们发现身边的美。

在孩子心间播撒艺术的种子

王葵虽是红军小学唯一的专职美术
教师，但她并不孤单，坚强的“大后方”为
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动力。“椰
苗美育行动计划”由海南师范大学、琼
台师范学院及社会专业美育团体实施，
今年主要在琼中和白沙两地进行试点。
红军小学就是琼台师范学院的牵手学校
之一。

对于这些牵手学校，琼台师范学院
“手把手”提供帮助。该校美术学院党总
支副书记刘小莉说，学校将该项目作为
服务乡村教育振兴的重要举措加以推
进，派出美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郑旭红
驻点琼中，组织支教教师和实习生团队

着重在美育课程设计、教师队伍建设等
方面为牵手学校提供支持和帮助。

今年10月以来，琼台师范学院已组
织10期“送培下乡”活动，为乡村美术教
师上了20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训
课程，获得参训教师的充分肯定。琼中
湾岭学校教师王才刚说：“这次培训重燃
起我对画画和教学的激情！”

同时，琼台师范学院还将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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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在牵手学
校进行推广应用，推动省级课题申报。
目前，已有海口、定安、琼中等市县的

70余位乡村教师、2.3万余名学生从中
受益。

参与“椰苗美育行动计划”的施琼英
中学美术卓越教师工作室也在美育师资
培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先后组织开
展了三个周期培训，为多所乡村学校培
养了大批青年骨干美术教师，送去先进
的美术教育理念和方法。该工作室负责
人施琼英还将研究多年的“在校化”美术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工作室培养的

“种子教师”进行推广辐射，带动多所美
育薄弱学校将美术课堂的“先教后学”变
为“先学后教”，提升教师教学效率、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

点燃教师热情 美育润“椰苗”

乡村学校美育待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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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我省中小学开设
具有海南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艺术
特色的琼剧、黎
族歌舞、崖州民
歌、临高木偶戏、
儋州调声、竹竿
舞、“海南八音”、
刺绣、黎族织锦、
黎族竹木器乐、
苗族盘皇舞、苗
绣、黎族陶艺等
特色课程。

■ 在东方、
琼中、儋州、白
沙、陵水、屯昌、
乐东、五指山等
地开展“三进校
园”（民歌、民族
服装、民族舞蹈
进校园）项目。

■ 持 续 推
进高雅艺术进校
园活动，扶持设
立琼剧传承特色

学校 13所。

■ 全省 99
所学校入选“全
国中小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
学校”。

文字整理/陈蔚林
制图/孙发强

用 俊 逸
清雅的国画
笔触描绘辽
阔壮美的海
滨风光，展现
动人的民族
风情……近
日，“椰苗美
育行动计划”
美术教学成
果展在海口
举办，200余
件学生创作
的中国画作
品风格各异，
有的生动细
腻，有的朴拙
可爱。

近年来，
我省通过“椰
苗美育行动
计划”“美育
浸润行动计
划”、全国中
小学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传承学校遴
选活动等，为
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
学校美育工
作提供重要
抓手，为协同
推进教育质
量提升和阳
光快乐教育、
打造海南学
生特色印记
发挥了重要
作用。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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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琼英给学生上纸泥雕绘课。本文配图除署名外由受访者提供王葵指导学生画画。 本报记者 陈若龙 摄

⬆ 海口市第七中学
学生施雨辰纸泥雕绘作
品《美舍河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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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又到年终岁末，我们即将告别2021年。本期起，《教育周刊》陆续
推出三期年终报道，从美育教育、国际教育创新岛、“双减”三个方面聚焦2021年
海南教育的发展和变化。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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