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课改人物志

■我 见

不可忽视的体育课
□ 戴玉奇

康德说，“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为人”，
就是要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健全的人，一个
有文化、有精神的真正意义的社会人。 所以，
素质教育不应该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同
样也应该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这就离不开
体育课程的教学。

体育课要体现出素质教育的特点，提高
学生道德修养的水平， 培养学生健全开朗
的人格。 体育课以锻炼身体为主，但我们在
实施体育教学的过程中， 不仅要对学生传
授体育技术、知识和技能，还要关心学生的
身心健康 ，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如何协作 ，
并培养其社会责任感。 此外，集体性的项目
需要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通力合作，最能使
人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便于培养学生的交往
能力。 体育教学应为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
和合作精神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营造出
紧张的竞争氛围， 同时也要引导学生在竞
争中表现出光明磊落、勇于进取的精神。 体
育教学的功效不仅在于强身健体，还在于培
养学生公正坦诚 、顽强坚毅 、活泼开朗 、奋
发进取的品质。

体育课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
应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注重学生的个性
发展。 在教学中，体育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学
生的自主性， 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实践能
力，即学生自学、自练、自评的能力。 体育教
学要一改传统的教学模式，由单向灌输向启
发学习方向发展，教师更应该参照目标给学
生创造一个人人都积极探索、主动参与、独
立创新的优良环境，激励学生思考，并且指
导学生课外通过阅读体育教科书或者查阅
相关资料来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的探究意
识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学生个体的健康是学生个人全面发展
的基础与前提 ， 学生有了健康的体魄 ，在
校期间才能精力旺盛地学习 ，将来才能精
力充沛地为国家 、为社会做贡献 。 体育活
动十分符合学生活泼好动的个性 ，所以在
体育教学中 ， 教师要注意保护学生的个
性 ，尊重学生的个性 ，同时又要营造以人
为本 、人人平等的氛围 ，培养学生投入群
体活动和人际交往的意识 。 此外 ，教师还
要有不断创新的精神 ， 并增强科研意识 ，
使教学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有深刻的寓
意和无穷的趣味。

体育教师要把最新的体育信息传递给
学生， 让学生把自己所掌握的体育知识、运
动技能毫不保留地提供给不懂体育而又想
强身健体的人，从而带动周围的朋友、家人
一起运动，共享健康、共享快乐。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精心上好每一堂
课 ， 是时代赋予体育教师的一份重大责
任，我们没有推脱、回避的理由。 让我们大
家齐心合力 ，负重前行 ，做出无愧于时代
的努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嘉祥县第一中学）

“努力自信”园地
教室的后墙上，有格言，有愿景，有承诺，有评比，这些内容都是为了激发出学生

内心中的努力与自信。 在右侧的黄色区域，每位学生的形象都是向上攀爬的毛毛虫，
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爬格子的能量，最终演绎破茧化蝶的精彩故事。

编辑点评：成功=努力+自信。 为了让学生获得成功，嘉积一小用多种方式烘托努力与
自信的主题。最有创意的当属评比的空间：将学生设计成毛毛虫的形象，生动有趣，而将学
生的表现转化为攀爬能量的形式，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力。 图文/詹敏

英语乐园
为了使每一节英语课都充满乐趣，教师将学生分成橘子、苹果、香蕉、西瓜和葡

萄 5 个小组，通过学生英语课上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表现情况，分别奖励给学
生不同颜色的“花朵”，并展示在“英语乐园”之中。

编辑点评：喜欢生动、有趣、可爱的造型，这是孩子的天性。 嘉积一小的教师充
分考虑到了这点，他们将评价激励这一高效课堂中的重要手段借助各种卡通形象，
巧妙地实施，让学生在充满乐趣的过程中，积极向上，努力攀登。

英语乐园 “努力自信”园地

学队名：精英学队
学队成员：冯一凡（学队长）、常佳欣（数学研究员）、

周子豪（语文研究员）、陈雷雷（英语研究员）、丁怡（英语
研究员）、田豪（数学研究员）、金于杰（语文研究员）

早操：快速有序
“起床，伙伴们！”早上 6 点，随着学队长冯一凡在各

个宿舍门口的呼喊，“精英学队” 的成员立刻掀起被子，
然后穿衣、下床、如厕、洗漱、叠被、整理内务、快速下楼、
站队集合，一切都快速有序。

天气格外冷， 但在学生脸上看不到一丝娇气。 “我
们约定，‘精英学队’的成员起床、出操要干净利落，不能
落后于其他学队，不能为我们的学队丢人。 ”冯一凡骄
傲地说。

早操开始了，新的一天也开始了。

晨读：精神抖擞
早操结束，各班有序进入教室，进入晨读阶段。
“精英学队”与其他学队一样，按照教师布置好的任

务，进行晨读。 在语文研究员周子豪的带领下，“精英学
队”的课文朗诵声音洪亮、激情澎湃。

“大声朗读有助于记忆，有利于培养语感，还能提
高肺活量，伙伴们，再大声一点！ ”周子豪鼓励着大家。

“我们要朗诵出‘精英学队’的气势，我们不能被其
他学队的声音压倒！ ”冯一凡大声地激励士气，“声音洪
亮，代表我们学队精神抖擞，信心百倍！ ”

早餐：安静节俭
晨读结束，“精英学队” 与全班同学一起去吃早餐。

大家排队领取食物，在固定的位置坐下来，并不急于吃
饭。 全班同学到齐后，大家齐声高呼：“拒绝浪费，感恩
父母！ ”然后才开始就餐。

整个就餐过程，没有人说话，早餐结束后，也没有食物
剩余。 从站队出发、到排队就餐、再到就餐完毕，20 分钟的
时间，“精英学队”充分体现了安静、节俭的就餐要求。

早餐后，“精英学队”的成员有的到自己所辖的卫生
区检查卫生情况，有的打扫教室、走廊的卫生。

例会：踊跃发言
7 点 50 分，“精英学队”的全体成员都已坐在座位上。

学队长冯一凡宣布：“学队例会现在开始，先做自我反省。”
于是，学队所有的成员，按照一定顺序，反思自己的

表现、优点缺点等，并对学习情况进行总结。
田豪：“我昨天能够遵守班规、队纪，在学习上，也能

帮助我的学习搭档，我们的过关、升级情况都不错，今天
我要继续努力。 ”

陈雷雷：“我昨天骂人了，应该扣去品行分 1 分。 我
要多做好事来弥补我的过错。 达标测试方面，我都过关
升级了，以后一定继续努力。 ”

……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如何打败我们的竞争对手

‘科研学队’。 ”冯一凡说，“我认为，在思想品行、行为习
惯考核方面，陈雷雷、金于杰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
不能被扣品行分。 一会儿的数学课上，常佳欣你来帮助
陈雷雷，陈雷雷也要自觉一点，坚决打败你的对手王君
毅。 金于杰你来帮助丁怡，主要针对预学案的问题，你
要提问她，让她掌握，还得看着她做题，这样我们学队的
平均分才有保障。 大家注意，你能战胜“科研学队”的对
手，就是给我们学队做贡献。 大家有没有信心？ ”

“有！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

课堂：互帮互助
这是一节数学课，教师安排了学习任务后，告知最

后 20 分钟进行考试检测。
“精英学队”马上由数学研究员常佳欣组织大家集

体学习。 她首先介绍了几个重要知识点，要求大家用 5
分钟时间消化掌握。

大家各自认真地思考、学习。 5 分钟之后，常佳欣要
求两两相互提问、解答、互讲例题，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冯一凡，你检查陈雷雷，周子豪检查金于杰，田豪
检查丁怡，大家抓紧时间，看还有没有不会的。 ”常佳欣
开始布置任务了。

考试时间到了，“精英学队”立刻安静下来，每个人
填写自己的试卷，绝无互相讨论的情况。

“希望大家都得到好成绩。 即使做错题也不要紧，
下次继续努力！ 还有不懂的问题我来给你讲，我们是一
个集体，一定要战胜对手！ ”考试结束后，常佳欣继续鼓
舞士气。

PK：永争第一
英语课上，周子豪正在走神，英语研究员陈雷雷轻

轻踢了下他的椅子，小声说：“注意力集中一点，好好预
习，别让老师给我们学队扣分！ ”

周子豪马上不好意思地抬起头，向大家表示歉意。
英语 PK 开始了。 教师把学队 PK 表发到冯一凡手

中，说：“开始比赛，看哪一队是获胜学队！ ”
在“读句子”环节与“超越学队”的 PK 中，周子豪输

给了对手。
“让你好好准备，你偏不听。 ”金于杰埋怨着。
“现在 PK 还没有结束呢，不能气馁！ ”丁怡安慰着

周子豪。

第二轮“写句子”环节的 PK 开始了，最终“精英学
队”战胜了“超越学队”，但是并没有拿到班级学队 PK
第一名的桂冠。

下课后，陈雷雷召开会议：“英语 PK，我们学队几乎总
是第一名，今天没能拿到第一，大家说说自己的想法？ ”

“今天就因为周子豪没好好学习，咱们得补充一下
《学队公约》，他再走神的话，就要加重处罚力度。 ”金于
杰依旧没有“放过”周子豪。

“别埋怨了，相信周子豪下次肯定不会了。我们还是
想想下次 PK 怎么夺回第一吧，要知道，我们是‘精英学
队’，全队都是精英。 ”丁怡笑着说，“只不过精英有时候
也会犯点小错误的，是不是，周子豪？ ”

周子豪看着大家，不好意思地笑了。

午休：意外插曲
上午的课程结束了，冯一凡正在休息，突然，周子豪

跑过来，大声说：“不好了，队长，陈雷雷与别人打起来
了，估计我们学队的品行分要被扣了。 ”

“怎么回事？ 通知我们学队队员开会！ ”
不一会儿，7 个队员都到齐了， 冯一凡让陈雷雷站

在一边。
“你为什么和别人打架？ ”冯一凡有些生气地问。
“他往我们清洁区扔纸屑，我要他捡起来，他不听，

我就拉他。 是他先打的我。 ”陈雷雷解释道。
“我证明，是他先推的陈雷雷。 ”金于杰说道。
“那也不能打架啊。 ”冯一凡说，“我们的《学队公

约 》写得很清楚 ，不能用打架的方式解决同学间的矛
盾 。 维护清洁区 ，这点你是对的 ，但和别人打架就不
对了。 ”

“我明白了。 ”陈雷雷低头认错。
“大家说说，看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吧。”冯一凡说道。
“不是陈雷雷先动手的 ，而且那人还往我们的清

洁区里扔垃圾 ，扣我们的品行分不公平 ！ ”金于杰激
动地说。

“向老师解释一下，陈雷雷不是故意的。 ”丁怡说。
“我的意见是这样。”冯一凡有板有眼地说道，“我们

把事情的经过报告给老师，陈雷雷跟别人打架，是为了
学队利益和班级利益，争取老师的宽大处理，最好别扣
我们学队品行分。但是作为陈雷雷，你也应该认识到，你
代表的不仅是你自己，还有我们的学队，以后遇事要冷
静一些，好不好？ ”

“好。 ”陈雷雷点头同意。 于是大家一起去找老师反
映情况。

自习：忙碌认真
晚上有两节自习课，主要以自学和预习为主，以学

队为单位进行。
“精英学队”有许多学科的研究员，他们各有重任。
第一节课， 大家重点学习自己负责或擅长的学科，

遇到不理解或模糊不清的知识点，通过相互协商，尽力
解决。

第二节课是交流合作时间，教室里有些“乱”，有讲
解的，有讨论的，有争辩的，有做题的，但是每个人都在
学习，没有嬉笑打闹的情况。

“为了能给别人当小老师，我必须学好我的强项———
数学。在语文方面，周子豪、金于杰都是语文研究员，学得

比我好，他们都是我的小老师。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讲得比
老师还好，真要谢谢大家。”自习结束后总结时，田豪由衷
地感慨着。

睡觉：安静高效
晚自习结束，“精英学队”的成员先召开总结会。
“伙伴们，要遵守宿舍纪律，熄灯后不能说话。 晚上

睡觉也要‘高效’，因为明天还有任务等着我们。 大家还
有没有问题？ ”冯一凡问道。

“没问题！ ”大家齐声回答。
“好，开始准备，男女生各自回自己的宿舍，尽快睡

觉，晚安！ ”
例会非常简单，但要求明确具体，连睡觉也要“高效”。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宜阳双语实验学校）

新校长：王宏尔
我的教育观：教育

即服务，学校应该为学
生的快乐成长提供优
质 、全面 、个性化的服
务。

我在研究的问题：
小组的建立、评价和激
励机制。

我在读的一本书：
《高效课堂理论与实
践》， 该书系统梳理了
高效课堂实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心得，书写
了全新的人本教育学。

新教师：柯晓玲
我的教学观：快乐

学习 ，快乐教学 ，师生
共同成长。

我的课堂现状：学
生是学习的主人，应该
以小组合作为主要学
习形式， 互帮互学；教
师是学习的指导者，应
该引领学生发现问题、
探究问题、解决问题。

我的成长方式：向
名师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引领自己不断提
升，快速成长。

新学生：李文一
我的新课堂学习

感受： 在新的课堂上，
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思
考来探究知识，通过和
同学的探讨、分享来总
结知识。 新课堂让我的
生活变得更充实，学习
变得更高效，我的身体
里仿佛被注入了新的
血液。

我的一次成功体
验：上课时，当我和组员在讨论问题时，每个
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们经过辩论、分析，最
后形成了共识。 展示环节，我们得到全班同
学的掌声和喝彩声，每个人都很开心。

我最关心的事情： 希望在新课堂上，大
家都能拥有更好的自我调控能力，该安静时
安静，该活跃时活跃。 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
学会倾听与尊重，让新课堂更加高效。

（以上人物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梨园中学）

学队的一天
� �□ 路 强

学队制是宜阳双语实验学校的一项重大管理创新，打破了传统的班主任、班长、班委、组长等班级管理体系，取消班级干部，以小组为基础
创建学队。 学队的大小事务，都通过民主自治的形式解决。

“精英学队”共 7 人，他们来自于学校五年级 4 班，是学校几百个学队中的一个。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学队，看他们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

■课堂现场

学校·班级·小组文化巡展
出镜学校：海南省琼海市嘉积一小

班级文化（四）

“精英学队”正在认真地自学，为即将开始的学科 PK 赛做准备。 图片提供/路强

本刊自编发高效课堂创新成果以来， 陆续给读者
介绍了没有班级、学科等固定概念的学校，课堂没有教
师的学校，现在又分享了即将没有班主任的学校。

取消班主任，是宜阳双语实验学校的一项计划。 该
校以五大创新为支撑，让学生成为生活与学习的主人，
希望通过撤掉班主任的行政主导， 激发学生的自主能
力和管理才能， 构建学生高度自治下的自由与独立的
文化内涵。

我在一些场合与校长们交流时， 他们大多把这些
学校的创新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然而，这些创新并非
“空中楼阁”。

它们基于三点思考：教师如何尽可能地减少对学生
的干扰和束缚？ 如何把学生资源的价值最大化？ 学生如
何尽量不受师资水平的制约？ 如果回溯到世界教育教学
发展改革史中， 这是在辩证轮回过程中的一种理性回
归，或者说是一种选择性的“倒退”。 中国人在借鉴历史
的有效经验与本国教育国情中，找到了可以互补的平衡
点，重新拆解与组合，寻求通往更好的教育的路径。

今天，世界的经济格局变了，教育的真正含义也变了。
学生上学的目的是满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能够工作的条
件，满足自身发展需求。学校不能仍是学习知识的地方，而
应是条件的提供方，是一个“微社会”、“微国家”。 教育目的
的变化，决定了学校功能、育人模式、教学方法的变化，而
读者看到的一些创新做法，不过是学生发展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