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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白 县 教 育 局

关于印发《法护童年》、《法护青春》
课程标准的通知

各镇中心小学、初中、高（完）中，县职校，各民办学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将法治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的

精神，根据教育部等部门颁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要求，

进一步做好《法护童年》、《法护青春》等法治教育读本的组织实

施工作，改进教育教学方式，创新教育教学模式，使之更好地服

务于教师开展法治教育教学工作，做到教育中有标准有规范，提

高教育教学实效性。现将我局委托广西师范学院青少年德育研究

中心课题组研制的《法护童年》、《法护青春》课程标准印发给你

们，请参考执行。

附件：1.《法护童年》（上中下册）课程标准

2.《法护青春》（上下册）课程标准

博白县教育局

2018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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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法护童年》（上中下册）课程标准

小学生是生活、学习、交往等方面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

治意识形成发展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学校在学生规则意识、纪

律意识和法治意识等方面给予正确引导和有效帮助。为了保障小

学生健康成长和适应家庭、学校、社区生活的需要，配合《法护

童年》（上中下册）小学生法治教育通俗读物，制定了《法护童

年》（上中下册）课程标准，旨在全面推进小学法治教育规范化

建设，促进小学生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形成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逐步树立正确的规则意识、纪律意识

和法制意识。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理念

一、课程性质

《法护童年》课程是一门以小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引导和促

进小学生形成良好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为根本目的法

治教育课程。本课程的特性主要有三个方面。

思想性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深入贯彻落实全

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根据小学生身心和认知发展特点，分阶段、

分层次对小学生进行法治教育，为小学生法治素养发展奠定基

础。

实践性 立足城乡小学生法治教育及小学生法治素养的现

状，以生动的法治故事为案例，渐进式地培养小学生规则意识、

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及其行为。注重与家庭、社区生活实践的联

系，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丰富多样的活动，在认识、体验与践行中

促进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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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性 遵循小学生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培育特

点和规律，以小学生成长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各种学习生活关系为

线索，主要包括小学生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通过

法治故事，以案说法，让学生真切的感受到法护生活，法护童年。

二、课程基本理念

（一）帮助学生过积极健康的生活，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是

课程核心。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我意识正处在

逐步形成时期。小学阶段是学生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

形成和发展重要阶段，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法护

童年》课程的任务是引领学生了解家庭、学校、社区各种规则、

纪律和法律等各种规范，帮助学生了解规则、纪律和法律在家庭、

学校和社区中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帮

助其积极地适应家庭、学校和社区各种生活、感悟人生，逐步形

成基本的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过积极健康的生活，

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二）帮助小学生学生适应生活，逐步扩展的生活领域是课

程的基础。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是随着小学生对生活

的认识和社会实践体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小学生生活范围逐渐

扩展，需要处理的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增多。《法护童年》课程正

是在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面对成长中的规则、纪律

和法治问题而有针对性地开设的校本活动课程，为小学生正确认

识成长中的自己，处理好与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提

供必要的帮助。

（三）坚持规则、纪律、法治等意识的培养与学生独立思考、

积极实践相统一是课程的基本原则。规则、纪律、法治等意识的

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学生的独立思考和积极实践，国家和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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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只有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与积极体验实践才能为学生真正

接受。《法护童年》课程将规则、纪律、法治等意识蕴涵在鲜活

的法治教育的主题之中，注重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内外结合，鼓

励学生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究和体验，通过践行促进规则、纪律、

法治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课程设计思路

《法护童年》课程在城乡小学生法治教育现状调研的基础上，

遵循小学生规则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培育特点和规律，以

学生成长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各种规则、纪律和法律关系为主线，

有机整合与小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交往关系紧密相关的规则、

纪律、法律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科学设计。

小学生的生活、学习、交往特点是《法护童年》课程设计的

基础，课程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直面他们生活、学习、交往

中遇到的规则、纪律和法治问题。小学生需要进一步学习正确处

理与自我、与他人和集体，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

从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和形成的角度依次构成

《法护童年》课程的上册（规则）、中册（纪律）和下册（法律）。

每一课内容都设计了 6 个栏目：破冰引导区、情景故事区、互动

讨论区、搜索引擎区、警示或启示区、活动体验区。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

法护童年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旨在促进小学

生正确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为使学生

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法治公民

奠定基础。《法护童年》课程引导和帮助学生达到以下几个方面

的目标。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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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成孝敬父母、尊重他人、诚实守信，具有良好规则意识。

2.形成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具有良好纪律意识。

3.树立法治观念、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具有良好法治意识。

4.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

（二）能力

1.学会在家庭生活中用规则维护家庭和睦，提升用规则能

力。学会在学生生活中守规则，提升守规则能力；学会在公共生

活讲规则，提升讲规则能力。

2.学会遵守校纪校规，培育自身守纪意识，提升守纪能力。

3.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培育自身法治意识，

提升运用法律的能力。

（三）知识

1.了解小学生规则、纪律和法律等相关的常识，掌握运用规

则、纪律、法律维护自己基本权利的途径与方法，学会处理个体

成长与他人的关系。

2.了解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纪律和

法律知识，认识处理我与他人的基本社会规则、规范与法律。

3.了解个人生命健康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等相关的法律知

识。

第三部分 课程内容

法护童年（上册）
一、家庭和睦用规则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1.1 孝敬长辈我能行

(1)请你收集身边有关孝敬长辈的事件，并用有关规则

分析。

(2)当我们长辈生病时，我们应该怎样做？

1.2 好习惯伴我成长
(1)请你收集自身良好习惯的事例。

(2)当我们有不良习惯时，我们该如何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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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家庭和睦欢乐多
(1)请你收集自身家庭和睦带来快乐的事例

(2)当家庭不和睦时，我们要怎样做？

二、学校生活守规则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2.6 升旗仪式要行礼

(1)你身边同学在升旗仪式时有不行礼的事例？请列

举。

(2)在参加升旗仪式上，我们应该这样做？

2.7 上课学习有要求
(1)请列出上课学习有哪些要求。

(2)如果上课有违反课堂规则时，我们该怎么做？

2.8 校园活动按规则

(1)请列出校园活动有哪些规则。

(2)如果校园活动有违反规则时，我们该怎么做？

三、公共场所讲规则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3.7 文明出行守规则

（1）与同学一起交流、探讨我们出行有哪些文明规

则？

（2）在出行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3.8 公共场所讲文明
（1）与同学一起交流、探讨哪些属于公共场合？

（2）在公共场合活动我们应该遵循什么规则？

3.9 自我保护用规则
（1）有些哪些规则是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

（2）你应该怎样用规则来保护自己？

《法护童年》中册：
一、校规校纪伴成长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1.1 守时守纪好习惯
（1）请列举哪些是守时守纪的好习惯

（2）主题活动：我们如何做一个守时守纪的好学生？

1.2 课堂纪律助学习
（1）请列举课堂有哪些纪律？

（2）寻找课堂纪律好模范的三个案例

1.3 校园纪律保和谐
（1）寻找校园活动中有哪些纪律？

（2）主题活动：构建和谐校园人人有责

二、公共秩序靠大家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2.4 公共规范需遵守

（1）请列举你在公共场所（公共汽车站）有哪些规范？

（2）当我们在公共场所（公园）时，应该遵守哪些基

本规范？

2.5 公共安全需防范

（1）说一说我们在公共生活（公共汽车站）中看到哪

些不安全的隐患？

（2）主题活动：公共场所如何消除安全隐患

2.6 诱骗上当需谨慎

（1）说一说我们在公共生活中有哪些容易受骗上当的

行为？。

（2）主题活动：防止受骗上当的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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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争做守纪好少年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3.7 孝亲尊师讲美德
（1）收集孝亲尊师的好美德事件。

（2）主题活动：孝亲尊师我们在行动

3.8 明礼守纪善待人

（1）说一说我们在学习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是明礼守

纪的好行为。

（2）主题活动：善待他人也是善待自己

3.9 诚实守信学做人
（1）说一说学习、生活中有哪些诚实守信的好行为？

（2）主题活动：诚实守信我能行

《法护童年》下册：
一、法护我成长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收集在现实生活中有哪些事例能体现出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2）主题活动：如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2 依法行使权利

（1）收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的事

例，并与同学们一起讨论。

（2）主题活动：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

1.3 依法履行义务

（1）收集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法律赋予我们义务的事

例，并与同学们一起讨论。

（2）主题活动：忠实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义务

二、法护我生活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2.4 依法维护生命健康权

（1）收集损害我们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事件，并与同学

们一起讨论。

（2）主题活动：珍惜生命我们在行动

2.5 依法保护隐私权
（1）收集侵害我们隐私权事件，并与同学们一起讨论。

（2）主题活动：保护隐私权我们在行动

2.6 依法享有受教育权

（1）收集侵害我们受教育权的事件，并与同学们一起

讨论。

（2）主题活动：维护受教育权我们在行动

三、守法好少年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3.7 远离不健康读物
（1）收集不健康读物的事件，并与同学们一起讨论。

（2）主题活动：抵制不健康读物我们在行动

3.8 远离黄赌毒
（1）收集黄赌毒的典型事件，并与同学们一起讨论。

（2）主题活动：关爱生命远离黄赌毒我们在行动

3.9 文明网上行

（1）收集文明上网的典型优秀事件，并与同学们一起

分享。

（2）主题活动：网络绿色文明我们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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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

教育教学是实施本标准、达成法护童年课程目标的主要途径

和基本环节。组织与实施教育教学活动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应

坚持课程改革的理念和要求，贯彻生活化和实践性的教育教学原

则，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应以本标准为依据，遵循小学生规则意

识、纪律意识和法治意识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提高《法护童年》

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一）准确把握课程性质，全面落实课程目标。教育教学应

准确把握课程的教辅性质，要注意配合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

进行教育教学；应准确把握《法护童年》课程的实践性，避免概

念化、孤立化地传授和记诵法治知识，注重与社会规则、纪律、

法治生活实践的联系，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丰富多样的规则、纪律、

法治活动，在认识、体验与践行中促进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和法

治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二）强调与生活实际以及与学校的德育活动的联系。教师

要深入了解小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面向丰富多彩的学校和社会

生活，善于开发和利用小学生已有的规则、纪律和法治生活经验，

选取学生关注的规则、纪律、法治话题组织教育教学，为学生的

规则、纪律和法治等意识的形成服务。《法护童年》课程实施者

应增强课程的开放性，积极开发法治教育中的相关资源，加强与

学校的德育活动有机联系和融通，形成教育合力。

（三）创造性地使用《法护童年》通俗读物，优化教育教学

过程。《法护童年》通俗读物是学生学习的基础性资源，教师要

了解和研究《法护童年》的整体布局，把握《法护童年》通俗读

物具体内容在单元和整个《法护童年》中的地位、任务，根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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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设定鲜明而集中的教育教学目标。在合理使用《法护童年》

的基础上，教师应创造性地组织教学内容，设计合理的教育教学

结构，灵活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优化教育教学过程，提高

课堂教学水平。

（四）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规则、纪律、法治实践。情感

体验和实践是最重要的法治教育主要方式。教师要善于利用并创

设丰富的教育情境，引导和帮助学生通过亲身经历与感悟，在获

得情感体验的同时，深化法治思想认识。教师还要为学生提供直

接参与法治生活实践的机会，提高他们法治践行能力。

（五）引导学生学会法治学习。教学中，教师要激发学生的

学习法治积极性，引导学生通过调查、观察、讨论、访谈、参观、

情境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中的问

题，在合作和分享中扩展自己的经验，在自主探究和独立思考的

过程中增强法治学习能力。



10

附件 2

《法护青春》（上下）课程标准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断增

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对中学生的法律意识和综合素质提出了

新的挑战和要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建设都进入了新时代。中学生处于身心迅速发展和参与社会公共

生活的重要阶段，处于法治意识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迫

切需要学校在法治意识形成发展上给予正确引导和有效帮助。为

适应中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配合《法护童年》（上中下册）小

学生法治教育通俗读物，制定了《法护青春》（上下册）课程标

准，旨在全面推进中学法治教育教学开展，深化法治宣传教育，

促进中学生法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乐观向上的

生活态度，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理念

一、课程性质

《法护青春》课程是一门以中学生生活为基础、以引导和促

进中学生形成良好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为根本目的法治教育教

辅课程。本课程具有如下特性。

思想性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深入贯彻落实全

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根据中学生身心和认知发展特点，分阶段、

分层次对中学生进行法治教育，为中学生法治素养发展奠定基

础。

实践性 立足城乡中学生法治教育及中学生法治素养的现

状，以生动的法治故事为案例，渐进式地培养中学生法治素养和

法治行为；注重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丰富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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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在认识、体验与践行中促进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形成

和发展。

通俗性 遵循中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特点和规律，以中学生成

长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各种学习生活关系为线索，围绕中学生的家

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通过法治故事，以案说法，让学

生真切的感受到法护生活，法护青春。

二、课程基本理念

（一）帮助学生过积极健康的生活，做守法的好公民是课程

的核心。中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自我意识和独立性

逐步增强。在中学阶段帮助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和积极的生活态

度，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法护青春课程的任务是引

领学生了解社会、参与公共生活、珍爱生命、感悟人生，逐步形

成基本的权利义务观念，过积极健康的生活，做守法的好公民。

（二）中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是课程的基础。法治素养是人

在对生活的认识、体验和法治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学生生

活范围逐渐扩展，需要处理的各种关系日益增多。《法护青春》

课程正是在学生逐步扩展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面对学生成长中

的法治问题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为中学生正确认识成长中的自

己，处理好与他人、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提供必要的法治

帮助。

（三）坚持法治意识的培养与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实践相统

一是课程的基本原则。法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学生的独

立思考和积极实践，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只有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

与法治实践才能为学生真正接受。《法护青春》课程将法治意识

蕴涵在鲜活的法治教育的主题之中，注重课内课外相结合、校内

校外结合，鼓励学生在实践中进行积极探究和体验，通过法治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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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促进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三、课程设计思路

《法护青春》课程在城乡中学生法治教育现状的基础上，遵

循中学生法治素养培育特点和规律，以学生成长过程中需要处理

的各种法律关系为主线，有机整合与中学生关系紧密相关的公民

权利和义务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科学设计。

正处在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发展特点是《法护青春》课程设

计的基础，课程从学生的生活实际出发，直面他们成长中遇到的

法律问题。中学阶段的学生需要进一步学习正确处理与自我、与

他人和集体，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这些关系从法治素养培

养和形成的角度依次构成本课程的上册（权利）和下册（义务）。

每一课内容都设计了五个栏目：案情导航、法治故事、小白议法

小博学法、我们用法。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

《法护青春》课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旨在促进

中学生正确法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为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法护青春》

课程引导和帮助学生达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

（一）情感·态度·价值观

1.感受生命的可贵，养成自尊自信、乐观向上、意志坚强的

人生态度。

2.养成孝敬父母、尊重他人、诚实守信、有责任心、追求公

正的品质。

3.形成注重实践、崇尚科学、自主自立、敢于竞争、善于合

作的品质。

4.树立法治观念、权利意识、义务意识，有公共精神，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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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意识。

5.培育法治素养，具有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

（二）能力

1.学会珍惜并依法维护自己的人格权。同时，学会尊重他人

的人格权。

2.逐步掌握与家人交往与沟通的技能，学会尊重和保护家庭

的方法。

3.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基本权利。

4.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己、他人、国家和社会的合法权益。

基本掌握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维护交通安全的方法。

（三）知识

1.了解维护自己的人格权和尊重他人的人格权的法律常

识，掌握维护和尊重人格权的途径与方法，理解个体成长与他人

的关系。

2.了解抚养权、监护权、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认识处理

我与家人关系的基本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

3.了解个人财产所有权、劳动权、订立合同权、消费者权

利的法律知识。认识处理自己与社会经济生活关系的法律规范，

掌握保护经济权利的基础知识。

4.知道选举权和平等权的基本法律知识，尊重和保护自己

与他人的基本政治权利。

第三部分 课程内容
法护青春（上册）

一、法护人格权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1.1 人身自由权

(1)请你收集身边有关人身自由权的侵害事件，并用有关

法律分析。

(2)当我们的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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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命健康权
(1)请你收集你身边侵害生命健康权的事例。

(2)当我们的生命健康权面临侵害时，我们该如何维权？

1.3 姓名权
(1)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不尊重他人姓名权的行为？

(2)当同学之间乱起外号时，我们要怎样做？

1.4 名誉权
(1)列举你身边有关侵犯名誉权的事例：

(2)当我们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我们应该：

1.5 隐私权
(1)请列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属于个人隐私权？

(2)当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时，我们该如何做？

二、法护身份权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2.6 抚养权

(1)你的身边是否也有因抚养权发生纠纷的事例？请列

举

(2)未成年人属被扶养人，当我们被抚养权受到侵害时，

我们可以怎样做？

2.7 监护权
(1)请列出你的直系亲属，并说出你的监护人是谁。

(2)如果监护人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我们该怎么做？

2.8 知识产权

(1)请你收集你身边知识产权受侵害的事例，并逐一列

出：

(2)当我们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我们应该？

三、法护社会经济权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3.9 个人财产所有权
（1）与同学一起交流、探讨压岁钱是如何用的？

（2）你的压岁钱都是怎样用的？

3.10 劳动权

（1）你身边是否有未达法定劳动年龄的未成年人外出打

工？他们的具体情况如何？

（2）当你知道未满十六周岁的同学外出打工，你应该怎

样做？

3.11 订立合同权

（1）你或者你身边的同学和朋友是否有过与小博一样的

遭遇？

（2）当你遇到与小博一样情况时，你会怎么做？

3.12 消费者权利
（1）在超市购买食品时，应该要注意些什么？

（2）发现假冒伪劣产品时，我们应如何维权？

四、法护政治权利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4.13 选举权

（1）请你收集身边有关选举活动的案例，说说自己的看

法。

（2）围绕“选举权”这一主题，自主设计班委会换届选

举方案，并模拟换届选举活动。

4.14 平等权 （1）请你收集身边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容易遇到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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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例。

（2）我们在社会生活中如何保护自己的平等权利？

《法护青春》下册

一、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1.1 扰乱公共秩序

（1）当我们与同学、朋友发生矛盾摩擦时，该如何正确

处理？

（2）公共场所秩序需要每个人维护，如果在你身边发现

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你该怎么办？

1.2 妨害公共安全

（1）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类似不良情绪时，我们该如

何正确调控？

（2）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哪些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请

列举三种不同类型的案例。

1.3 侵犯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1）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

时有发生，列出两种以上的现象。

（2）我们该如何避免侵犯他人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的行

为？

1.4 妨害社会管理

（1）除了参与赌博，你还知道哪些行为是妨碍社会管理

秩序行为？

（2）如果发现了上述行为，你该怎么办？

二、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2.5 行人的违法

（1）请列举你在马路上看到的行人违反交通规则行为的

事例：

（2）当我们在马路上行走、骑车时，应该怎样做？

2.6 未达到非机动车驾驶年龄

的违法

（1）说一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过未满十六周岁的同学开

电动车吗？

（2）在我们未满十六周岁之前，爸妈要买电动车给你，

你会怎么做？

2.7 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违法
（1）请写出驾驶电动车的年龄及其具体要求。

（2）驾驶非机动车必须遵守哪些规则？

2.8 机动车驾驶员的违法

（1）请列举你在生活中看到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的现

象。

（2）当有人让未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试开机动车，你应

该怎样办？

三、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

课程内容 活动建议

3.9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 （1）收集在我们身边人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事件。

（2）当我们受到他人威胁、恐吓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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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侵犯财产罪 （1）说一说我们在学习生活中还有哪些行为有可能会侵

犯财产权。

（2）当我们的财产权受到不法侵害时，我们应该怎么

办？

3.11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1）说一说学习、生活中有哪些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

为？

（2）当我们看到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我们应该怎

么做？

3.12 危害公共安全罪 （1）说一说我们在生活中有哪些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

（2）我们在生活中应怎么样维护公共安全？

第四部分 实施建议

教育教学是实施本标准和实现《法护青春》课程目标的主要

途径和基本环节。教育教学的组织与实施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应

坚持课程改革的理念和要求，贯彻生活化和实践性的教育教学原

则，应以本标准为依据，遵循中学生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形成与

发展的规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法护青春》教育教学的实

效性。

（一）准确把握课程性质，全面落实课程目标。《法护青春》

教育教学应准确把握课程的教辅性质，要注意配合中学《道德与

法治》课程进行教育教学；应准确把握《法护青春》课程的实践

性，避免概念化、孤立化地传授和记诵法治知识，注重与社会法

治生活实践的联系，引导学生自主参与丰富多样的法治活动，在

认识、体验与践行中促进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的形成和发展。

（二）应强调与生活实际以及与学校的德育活动的联系。教

师要深入了解中学生的法治的需求，面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

善于开发和利用中学生已有的法治生活经验，选取学生关注的法

治话题组织教育教学，为学生的法治意识和素养的形成服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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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青春》课程实施者应增强课程的开放性，积极开发法治教育中

的相关资源，加强与学校的德育活动有机联系和融通，形成教育

合力。

（三）创造性地使用《法护青春》法治通俗读物，优化教育

教学过程。《法护青春》通俗读物是学生学习的基础性资源，教

师要了解和研究《法护青春》通俗读物的整体布局，把握通俗读

物的具体内容在单元和整个读物中的地位、任务，根据本标准，

设定鲜明而集中的教育教学目标。在合理使用通俗读物的基础

上，教师应创造性地组织教育教学内容，设计合理的教育教学结

构，灵活采用多种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优化教育教学过程，提

高课堂教学水平。

（四）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法治实践。情感体验和法治实

践是最重要的法治素养形成的方式。教师要善于利用并创设丰富

的法治教育情境，引导和帮助学生通过亲身法治经历与感悟，在

获得情感体验的同时，深化法治思想认识。教师还要为学生提供

直接参与法治生活实践的机会，提高他们法治践行能力。

（五）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教育教学中，教师要激发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通过调查、观察、讨论、访谈、参观、情

境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社会现实与自我成长中的问

题，在合作和分享中扩展自己的经验，在自主探究和独立思考的

过程中增强法治学习能力。

抄报：玉林市教育局，博白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县长梁燕。

博白县教育局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