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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食开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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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法院法官叶

菁菁坐在教室的讲桌前，两名家长作

为“原告”和“被告”的监护人分别坐在

两侧，几名学生正在为一起“校园伤害

事件”展开激烈的诉辩对抗。叶菁菁

按照正规程序有序组织庭审流程。控

辩双方据理力争，不断运用各种法律

法规剖析案情，场面十分热烈。叶菁

菁的另外一个身份是辽宁省沈阳市第

一三四中学浑河湾校区法治副校长。

这个场景是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实施以

来，“校园模拟法庭”活动中经常出现

的一幕。

为了深入探索中小学治理体系、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学校以立德

树人、提升学生人文素养为根本，对学

生进行全方位的法治教育，强化未成

年人的法治意识，从源头上减少青少

年犯罪、校园欺凌等现象的发生。在

探索实施法治教育的过程中，学校逐

渐形成了一系列成体系的做法。

着眼于教育治理体系

把好法治“方向盘”

一是深入弘扬法治精神。学校将

学生的法治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既明

晰学生法治教育与德育的关联性，又

保持独立性，侧重于对学生法治理念

和法治思维的培养，进一步优化“依法

治校、依法治教”的育人环境。

二是整合法治教育资源。学校将

法治教育纳入工作总体规划，鼓励学

校管理者和全体教师参与法治教育，

在全学段、全学科、全天候、全流程中

渗透法治教育，优化整合、适时更新法

治教育内容，通过完善法治大课程体

系，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法治教育

“磁场”。

三是探索法治教育模式。学校致

力于把法治教育活动做成实践课程体

系，坚持以系统化的方式开展法治教

育；致力于整合学校、家庭、社区的法

治教育资源，把学校法治教育延伸到

社会，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发挥更大

作用；致力于把日常教育与集中宣传

相结合，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法治

教育实践基地等方面的作用。

致力于教育培养目标

串起法治“课程链”

一是在全学科中挖掘法治“渗透

点”。学校一直倡导在所有学科教学

和学习活动中挖掘法治教育内涵，形

成课程资源，对学生进行全方位、无死

角的法治教育。比如，语文学科在课

外阅读、作文教学中融入法治内容，巧

妙设计读书笔记、课本剧等多种大语

文实践活动，使学生在润物无声中接

受法治教育；地理学科充分挖掘自然、

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内容，逐步将环境

保护法、土地管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的价值判断内化为学生自

身的言行道德诉求；等等。

二是在学科教材中梳理法治“小

专题”。在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中，教

师以系统化思维整合初中教材中的法

治内容并形成教学专题。无论新知识

教授阶段还是复习阶段，教师都以完

整的法治思维贯穿教学过程，以符合

学生认知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校本

化方式组织教学。比如，教师利用角

色扮演、案例辩论、情景模拟等方式，

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入手，编制对应的

法治案例、法律知识习题，带领学生学

习法律知识，了解法律的特征和作用，

感受法律对青少年的关爱，领会法治

思想、法治精神，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

律，在实践中培育法治素养。

三是在教学计划中纳入法治“校

本课”。为了营造法治氛围，学校组织

思政课教师团队，邀请法治副校长和

司法系统相关人员共同开发法治校本

教材《走近法律》，并将其纳入教学计

划，每周开设一节法治教育课。《走近

法律》针对学生的身心特点，由“知法

篇”“懂法篇”“守法篇”“用法篇”等部

分组成。“知法篇”向学生介绍相关的

法律法规，如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

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懂法篇”

重点讲解法律中与青少年自身息息相

关的内容，如刑法中关于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和犯罪

情形，民法中关于侵权的类型和判罚

依据等；“守法篇”和“用法篇”通过大

量案例解析，以案释法，具体讲述青少

年犯罪、校园欺凌的成因以及如何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立足于学生成长规律

编织法治“主题串”

学校将法治教育系列活动整合升

级，开发了每学期至少开展3个月、每

个月至少开展3次的“3+3”法治课程体

系，将“学生法治教育课程”“教师法治

培训课程”“家长法治宣传课程”等通过

司法进校、社区联动、家校互动相结合

的方式实施，形成政府、司法机关、学

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法治教育体

系，通过一系列活动有效整合法治课程

资源，确保法治大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是注入式主题活动。每个学期

初，学校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组织

全体教师进行法治专项培训，同时通

过家长学校、班级微信平台面向家长

开展法治宣传，做到家校法治教育协

调同步、全面开展。

二是分享式主题活动。每个学期

中的法治教育主题活动月，学校都要

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举行一次主题

升旗仪式，利用演讲、朗诵、签名等多

种方式，让学生学法、知法、守法；开展

一次法治宣传手抄报比赛，围绕主题

精心策划、周密设计，用学生的视角表

达对各项法律的理解；召开一次法治

教育主题班会，让学生通过查找资料

和案例，讲述自己的学法故事。

三是沉浸式主题活动。每个学期

放假前，学校对学科教学进行总结的

同时，也会开展一次法律知识测试分

析，将测试结果与其他学科成绩一起

记入学生的成长评价手册，将法律意

识的培养纳入学生评价体系。学校还

会组织学生参观法治教育基地，聆听

讲解员对青少年犯罪案例的讲解，在

真实事件中接受法律知识的熏陶。学

期末的“校园模拟法庭”是学生最喜爱

的法治实践活动，每个学生都有机会

化身为原告、被告或控辩律师。“校园

模拟法庭”由真正的法官主持法庭程

序，通过辩论竞赛的方式让学生学以

致用。

此外，学校还通过校园电视台、广

播站、大屏幕、展板等各种平台，集中

开展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活动，创设

良好的法治教育宣传氛围，增强全校

师生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全面提高师生的法治素养

和学校的依法治理水平，促进法治课

教师教学能力的明显提升和法治实践

教育的成效。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第一

三四中学）

创设立体化法治教育“磁场”

晒成果

民居是凝固的艺术。广西扶绥县扶绥中学八年级学生在地理教师的指导下，通过仔细观察、认真思考，用硬

纸、竹签、筷子、冰棒棍等材料，精心搭建了自己喜爱的微缩版中国传统民居模型。 （黄富艳 吕迅喜/图文）

班里转来一名学生小宇，刚来

的第一节课，他就趴在桌子上睡

觉。下课后，我把他叫到办公室。

“你怎么上课睡着了？”

“老师，我对学习没有兴趣。”

看来，我得找一个他感兴趣的事情

引导一下。

“你对什么感兴趣？”

“老师，我对吃和玩感兴趣……”

小宇不好意思地摸着头。

我笑了笑说：“这两个爱好我

也有，咱们先从第一个爱好做起，

如何？”

“啊？怎么做？”小宇一脸疑惑

地看着我，瞪大了眼睛。

“下周咱们班要举行一个美食大

赛，到时候大家会把自己做得好吃的

拿到学校进行展示……”还没有等我

说完，小宇立马抢着说：“老师，我爸

妈天天不在家，都是我一个人做饭，

我做得可好了，到时候给您尝尝。”

“不光要品尝味道，还要把怎

么做的介绍给同学。”我继续说道。

“好的，没问题！”小宇一听到

做饭，顿时来了精神。

美食大赛如期而至，我让小宇

第一个把在家里制作的红烧肉展示

给大家，他一边介绍怎样做的红烧

肉，一边端着盘子让同学品尝。每

一个尝过的人都竖起大拇指，这让

他感到很是自豪。

“刚才，所有的同学都把自己

的美食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下面进

行第二个环节——写作。”小宇瞪

大了眼睛，像看一座难以逾越的高

山一样仰视着我。我在黑板上陆

续写道：“我做的美食叫什么，美食

用了哪些原料，美食是怎样做的，

美食的味道如何……”

看着我列出的问题，小宇笑了

起来，说道：“老师，这个我会。”

很快，小宇就把问题回答完

了。“我做的美食叫红烧肉，它是

用猪肉、葱、姜、蒜、油、盐、酱油、

糖做的。我先把锅烧热，再把调

料和肉放进锅里煮，汤汁煮干就

可以吃了，味道非常棒！”

我对他笑了笑，接着又在黑板

上写道：“为什么要做这道菜，如何

买原料，遇到了哪些问题，心情怎

么样……”不知不觉，作文课就要

结束了，小宇的作文也慢慢写到了

800 字。回到家里，小宇把在学校

发生的事告诉父母，还高兴地说：

“我特别喜欢作文课！”

从那以后，我鼓励小宇每天把所

见所闻都记在日记本里，这个日记本

是我们两个的小秘密。如果小宇的

作业有进步，我还会单独给他画一朵

小花。渐渐地，小宇的学习兴趣越来

越高，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了。

每个学生身上都有闪光点，教

师要在适合的情境中帮助学生找

到自己的兴趣点，引导学生发现自

己的优秀，从而帮助学生在健康阳

光的氛围中全面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寒

亭区朱里街道中心学校）

诗香班级好味道
□张 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 傅巍川

诗词之美，美在情志、美在意境、

美在言辞。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

词，中华古诗词始终给予我们艺术的

熏陶和美的浸润。于是，我带着学生

与古诗词来了一场亲密“约会”。吟

诗、诵诗、品诗，让“诗香”成为班级的

专属味道。

诵·诗词之音

“声韵协和，曲应金石”，古人写

诗十分讲究用韵。因此，字正腔圆

的发音是一种示范，声情并茂的诵

读是一种感染，抑扬顿挫的吟诵是

一种陶醉。学生在诵读中可以体会

古诗词的节奏变化，触摸到古诗词

的音乐之美，感受到古诗词的博大

和浪漫。

每天的语文课开始之前，学生都

会自觉诵读古诗词。读李白时，学

生的声音中带着兴奋、激动，仿佛他

们正与李白一起领略祖国的大好河

山；读杜甫时，学生的声音低沉、缓

慢，他们也在为杜甫的寂寥孤单而

愤愤不平……教室里回荡着学生的

朗朗诵读声，为语文课的到来营造

了独有的氛围。

我和学生共同制订了“30 天古

诗词诵读打卡计划”，学生每晚选一

首自己喜欢的古诗词，或大声诵读，

或小声低吟，感受诗词的韵味，按自

己的理解去诵读。遇到不认识的生

字，学生会借助拼音来拼读，每读完

一首，也会去看看注释，加深对诗词

的了解。有时学生还会邀请家长与

自己一起诵读，将诗词之美带入家

庭氛围。

按照班级的“早起鸟”晨读计划，

每周三的清晨被定为“诗词诵读日”。

那天，我会早早来到班级，与学生一起

打开诵读材料，选择一些篇幅较长的

诗词。教师读一句、学生读一句，读完

后共同聊聊感受、说说理解、谈谈想

法，让一天的学习从美好的诗词诵读

开始。

听·诗词之趣

在学习诗词的过程中，教师、学

生、家长进行了三方面联动，通过分

享、交流、学习等方式，一起畅游诗词

王国，共同捕捉古人的诗情画意。

每天晨间的微班会或午间的自习

时间，“诗词小课堂”就开课了。“你知

道有哪些花出现在古诗词里吗”“你知

道哪些诗人其实是‘吃货’吗”“古诗里

描写的儿童课余生活是怎样的”“‘诗

虫’PK赛，谁能夺得C位”……这是一

场风味独特的诗词分享会，学生听得

津津有味，课后会主动去了解、分享更

多知识。古诗词的神秘面纱，正在被

学生一层一层揭开。

每天坚持学习古诗词，学生会有

哪些收获和体会呢？每周的班会课，

我会拿出部分时间举行“读诗分享

会”，让学生依次作为分享嘉宾，说一

说最喜欢的诗词，聊一聊喜欢这些诗

词的原因，给其他人介绍一下自己了

解的大诗人，等等。分享之后，全班学

生共同点评、提问、交流，探索有趣的

诗 词 和 博 大 精 深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化。

在这场探秘“诗词之趣”的旅程

中，自然少不了家长的参与。当家长

走进课堂，给学生带来的是别开生面

的诗词课。一名家长与学生一起聊

起那些属于英雄的诗：“黄沙百战穿

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这是勇敢执

着的英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这是为国尽忠的英雄；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这

是郁郁不得志的英雄……通过诗词

的学习，学生也对“英雄”两个字有了

更深的领悟和思考。诗词的趣味性

引发了学生的好奇心，接下来他们就

会主动翻开古诗词这本厚重的书籍。

比·诗词之识

知识输入更多是被动接收信息，

而知识输出则需要主动消化吸收所学

到的知识。在古诗词的欣赏学习中，

我创设了多种情境，引导学生展现胸

中的笔墨，让诗词之花在不同的舞台

绽放。

每天清晨，班级门口都有几个学

生 ，他 们 正 是 我 安 排 的“ 诗 词 拦 路

虎”。每个学生进入班级之前都要经

过他们的考试。“‘春眠不觉晓’，请你

说出下一句”“《望庐山瀑布》这首诗是

谁写的”……一个个小问题唤起学生

的记忆，让学过的诗词也重新浮现在

他们眼前。

班级还举行了一场诗词大会，分

为“诗句填空”“从所给汉字中识别诗

句”“读诗句说作者”“分享诗人代表

作”“古诗背诵”“飞花令”等环节，题目

均选自语文课前的诵读材料。从小组

积分和个人积分两个维度，我评选出

“诗词大王”“优秀答题选手”“优秀答

题小组”等奖项，给获奖的选手和小组

颁发了充满诗情的奖品。

为了让学生登上更大的舞台，我

鼓励他们参加“浙江少年诗词大会”

活动，在大赛中一展古诗功底。学生

的参赛热情高涨，课余时间组团模拟

答题，家长团也积极为学生助力。其

实，无论舞台大小，诗词的“根”已经

通 过 一 次 次 活 动 深 深 地 埋 在 学 生

心里。

享·诗词之乐

中华文明孕育了内涵丰富的古诗

词，读诗品诗的过程也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许多乐趣和思考。古诗词可以通

过多种形式走进学生生活，以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拉近了学生与古

诗词的距离。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1000 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

来依然让人心潮澎湃。在这场诗词

之旅中，学生用手中的笔记录下喜

欢的诗句，制作成精美的“诗词展示

卡 ”，放 在 班 级 的 作 品 展 示 区 。 课

间，学生在展示区驻足浏览，一边欣

赏、一边讨论。

“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诗圣

杜甫在《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中，对

书签有这样的描绘。小小的书签是每

个读书人的钟情之物，爱读诗的我们

何不也学着古人的样子，制作“诗词书

签”赠送好友呢？学生张开想象的翅

膀，给小小的书签画上精美的插画，再

写上一句优美的诗词，精巧的书签就

制作完成了。在“诗词书签赠送会”

上，学生以书签赠挚友，为友情添上书

卷的气息。

当古诗词碰上现代音乐，又会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让学生观看

《经典咏流传》节目，欣赏诗词改编的

歌曲。在悠扬的歌声里，学生仿佛看

见“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

羊”的敕勒川；听着激昂雄浑的乐曲，

学生似乎也成了挥笔写下《行路难》

的诗仙李白。闲暇时光，学生经常一

起唱诗，这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几分

诗意。

在诗中遇见圣贤，在诗中明了事

理，我牵着学生的小手去欣赏传诵千

年的古诗词，接受多层次的艺术熏

陶。慢慢地，学生发现，平凡的生活因

为有了古诗词的加入而变得生动、有

趣。在这样美丽的诗词之旅中，学生

与古诗词相遇，通过那些纯真生动的

语言，凝望千百年的人间烟火，感悟中

国人的浪漫和灵气。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

育见故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您的学校是如何思考、如何实

践的？又是如何将传统文化引入

校园，如何开展教师培训，如何借

助社会资源的？请介绍学校的具

体做法，分享给全国读者。字数：

3000字。

【育见故事】 为什么会开发一

门课程，开发这门课程需要哪些准

备工作，课程开发和实施过程中发

生了哪些故事，这些故事有什么教

育意义？一个生动的故事可以引

发一连串教育教学思考，请以故事

讲 述 的 形 式 记 录 这 些 有 趣 的 场

景。字数：2000字。

【晒成果】 教学过程中产生的

“显性成果”，比如一幅字、一张画、

一个手工制作、一场校园活动等，文

字介绍500字左右，图片不小于1M。

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电话：010-82296732

联系人：解老师

征 稿

传统民居里的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