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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周刊》
教育如何突

破 学 校 那 方 天
地？ 本期，关注辽
宁省大连市甘井
子区 ， 看他们如
何构建充满活力
的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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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下旬的清晨，静谧的校园里，杨柳
依依，绿草茵茵，虽然微风徐徐，但酷热的
感觉让人们感觉仿佛已经到了午后时分。

上午 9 点 30 分，下课铃一响，孩子们
快速地跑向操场，跳小绳的，在老师的带领
下，一会儿单腿跳，一会儿花式跳，一会儿
两人合作跳；抖空竹的，伴随着老师的哨子
声，一会儿将空竹高高抛向空中、稳稳落在
绳上，一会儿将空竹悬于绳上上下抖动、空
竹在快速旋转中发出“嗡嗡”的回响声；还
没等回过神儿， 一群孩子骑着独轮车从记
者眼前快速经过，那“专业”的身姿，让人恍
如进入了某艺术表演团……

伴随着广播里激昂的音乐， 孩子们一
个个身上淌着汗、脸上挂着笑，轻巧的身姿
在运动中散发着无限的活力。

这是近日记者在吉林省长春市树勋小
学“阳光体育大课间”看到的一幕。

不仅是这一所学校。 据了解，如今在吉
林省的很多中小学校， 一根跳绳可以跳出
百种花样，一副轮滑可以滑出速度与激情，
美式篮球玩儿的是新意， 中国武术打出的
是精气神，葫芦丝、二胡吹拉出的是音乐之
魅，乒乓球、排球凸显出的是学生的睿智与
灵巧……

体育， 是学校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由于近年来一些学校重智育、轻体育，“小
眼镜”、“小胖墩”、“豆芽菜” 现象越来越普
遍，孩子们在校园里缺少生命的活力与青春
的激情，也让家长和社会对儿童的体质健康
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吉林省近年来在落实 “阳光体育 1 小
时”的同时，大力开展“体育、艺术 2+1”项
目，并将德育贯穿在“体育、艺术 2+1”项目
的全过程，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形成了“人人
有项目、班班有团队、校校有特色”的阳光
体育氛围， 师生的生命质量在多彩的体艺
活动中不断提升。

“1 小时”让运动绽放多彩阳光

单人滑、双人滑、多人滑、花式滑，虽然
是小学，但孩子们一个个“身怀绝技”，从轮滑
开始，长春市南关区平泉小学先后走出了陈

露、李佳军、梁文豪 3 位短道速滑世界冠军。
长春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从组建竖笛

社团开始，逐渐发展出了乒乓球、足球、篮
球、排球、运动操等 5 个体育社团，葫芦丝、
二胡、书法、美术等十几个艺术社团。 基本
形成了“人人有特长，生生得发展”的教育
格局，过半学生实现了“体育、艺术 2+2”甚
至“体育、艺术 2+3”的综合发展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强化体育课
和课外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
健”，将关注青少年体质身心健康放在突出重
要的位置。 教育部倡导 “阳光体育 1 小时”，
“体育、艺术 2+1”项目，更是从实践角度对落
实学生的体质健康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但从基层的实践看，要真正落实好并不容易。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 吉林省各市县
在落实 “阳光体育 1 小时 ”和 “体育 、艺术
2+1”项目方面，各有特色。

吉林市通过开展大课间评比、“三操一
舞”展示和冬季长跑等阳光体育活动，带动
全市大课间活动的整体升位。吉化九小根据
学校土质场地的特点， 把抖空竹引入校园，
全校 900 余名学生人人会抖空竹；昌邑区虹
园小学作为“国家曲棍球奥林匹克后备人才
基地”， 以曲棍球作为学校 “阳光体育 1 小
时”的主体活动，首批输送到国家队的郝伟
佳、 梁美玉参加了 2012 年奥运会； 吉林一
中、吉林十二中和松花江中学的田径体育特
色，让他们在各种田径比赛中殊荣不断……

长春市整体观念正在由朴素的体育观
向身体、心理、社会三维体育观转变，南关
区成立的 “中小学大课间活动指导中心”，
形成了教育局—大学区—学校三级管理体
系。 南关区还把大课间活动作为教学计划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排入课表。 既有的 6
大学区依据各自的传统和优势， 分别形成
了统一的特色项目和大课间活动模式。 如
西五大学区的柔力球，树勋、东四大学区的
大小绳等项目，使“阳光体育 1 小时”彰显
出蓬勃的生机和持久的活力。

大手笔为体艺活动铸高台

有时候，办教育需要大投入，更要敢投入。

以长春市为例，2014 年该市投入 4000
万， 在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开展中小学生课
后文体科技活动。 而据该市教育局副局长
崔国涛介绍， 仅 2012 年， 全市就投入 300
万， 为市直每所学校和每个城区配备了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器材；2013 年又拿出 150
万，为学生开办假期文体活动兴趣班……

在此基础上，长春市南关区在过去的 5
年里，政府累计投入 2860 万元，完成了 13
所学校操场标准化改造。 从 2011 年起，该
区每年投入 40 余万元，开办假期免费文体
活动班，满足了学生阳光体育活动的需要。
目前，这种形式已作为“南关模式”在全市
推广。

长春市朝阳区则从 2010 年开始，每年
投资近 40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全区中小学
生健康体检工作。 2014 年投入近 200 万为
区属中小学配齐高科技智能型的体质健康
测试器材。

无论是市级层面还是区级层面的大投
入， 都彰显出了一种魄力———政府部门确
确实实把增强青少年体质视为自己的责
任， 这或许就是长春市学校体育运动做得
好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 仅资金投入解决不了真正高质
量体育运动的问题，教体结合，还需要高水
平的师资队伍。

吉林市先后引进了武术国家健将常
星、安虓威、于然，篮球国青队员李青山，曲
棍球教练贾立和， 国家级空竹教练刘晨西
等 47 名教练到学校任教，极大地提高了全
市体育的教学和训练水平。

与此同时， 实施体育教师专长培训和
体育教师全员培训也是提升教师队伍素养
的重要手段。 长春市南关区“专业队教练带
专业教师、专业教师带特色活动、特色活动
促学生素质全面提高” 的队伍培训和特色
发展模式，让全区的体艺活动专业化、系统
化水平不断提高。 其中，平泉小学短道速滑
和花样滑冰项目的长盛不衰， 其高水平的
专业教练功不可没。

正是大手笔的资金投入和专业的教师
团队建设，让吉林省的阳光体育活动，办出
了水平，办出了特色。

“十保证”破解学生健康之忧

体质不强，何谈栋梁。
近几年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显

示，青少年体能素质在持续下滑，学生的耐
力、速度、力量、心肺功能等指标不断下降，
城市超重和肥胖学生明显增多， 部分农村
学生营养状况亟待改善， 在军训中经常出
现学生因站立时间稍长就晕倒的现象。 视
力不良学生比例更不容乐观， 在个别大学
甚至出现 10 个大学生中找不出两个视力
良好学生的严重问题。

作为具有体育运动传统的吉林省，目前
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部分学校体育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吉林省政协副主席、省教育厅厅长张伯军
曾表示：“一些学校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
响， 没有很好地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学校体育
工作的有关要求，产生了体育工作‘说起来重
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问题。 ”

今年 3 月，吉林省教育厅起草并下发了
《吉林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加强全省学生体质
健康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切实加强学生体质
健康的“十保证”，即：保证学生每天 1 小时体
育锻炼时间；保证开齐上好体育课程；保证体
育教学和体育锻炼的器材设备和场地； 保证
学生体质监测和学生体检； 保证高校和寄宿
制中小学校学生集体早操健身； 保证学生及
幼儿近视眼防控措施； 保证学校营养膳食和
食品卫生安全工作；保证学校“体育、艺术 2+
1 项目”的实施；保证学校体育卫生经费的投
入；保证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督导和评估。

“十保证”是各地、各校加强学校体育工
作、增强学生体质健康的基本要求，保证了
学生能学出健康、练出健康、吃出健康。 “对
因‘十保证’工作落实不到位而导致学生体
质健康水平改善不明显、合格率为 85%以下
且问题突出的学校校长，将由当地教育局给
予处分甚至免职处理，并逐级上报上一级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并通报，单位评优‘一票否
决’。 ”吉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刘强说。

明确的要求，再一次提醒教育者：办教
育，不仅要重视智育，更要重视体育，重视
在体育中渗透德育。 （下转 2 版）

2014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闭幕

本报讯 6 月 27 日， 为期 1 个
月的 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在天津闭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出席闭幕
式并宣布大赛闭幕。 中华职业教育
社理事长张榕明出席闭幕式。 教育
部党组书记、 部长袁贵仁出席闭幕
式并讲话。

袁贵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职业教育。 日前，习近平总书
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国
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李克强总理接见与会代表并发表重
要讲话。 此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的成功举办， 是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工
作会议精神的具体行动， 向社会各
界、家长学生、国际友人展示了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对于提高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质量，推进职业教育加快
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引导社
会各界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袁贵仁就进一步推动职业教
育深化改革 、加快发展提出四点希
望。 一是希望各级政府特别是教育
部门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
在更加突出位置 ， 制定发展规划 ，
创新管理方式 ， 激发办学活力 ，加
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步伐。 二
是希望各职业院校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 ，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坚持产教
融合 、校企合作 ，坚持工学结合 、知
行合一 ，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
努力造就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
能人才。 三是希望广大职业院校的
同学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刻苦学习 ，勇于实践 ，夯实知识
基础 ，增强专业技能 ，培养职业精
神 ，提升创新能力 ，把个人梦融入
“中国梦”伟大实践之中。 四是希望
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
持职业教育 ， 提供实验实训平台 ，
参与 “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 ，创造
公平就业环境 ，共同书写好现代职
业教育发展这篇大文章。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主持闭幕式。
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全国总工会、共
青团中央、天津市等有关部门和地方
负责人出席闭幕式。

此次职教大赛在天津主赛场及
北京、江苏、山东等 12 个分赛区举办
了 12 个专业大类的 95 个比赛项目，
来自全国的逾万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观摩比
赛，多个赛项举行了国内外选手友谊
赛。 大赛期间，还举办了全国职教系
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座谈会、中英职业教育“影子校长”圆
桌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技艺表演
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招聘会等系列活动。 （康丽）

政策直通车 重视体育，便是重视民族的未来。 无论是落实“阳光体育 1 小时”，还是实施“体育、艺术 2+1”项目，无论是“体育家庭作
业”，还是定期学生体质监测和健康干预，吉林省教育管理部门始终围绕学生身心健康的工作重心，在体育、智育、德育等方面，
逐渐从同步走向融合，不仅让学生在运动中展现出了青春之美，更让他们的成长多了几分健康之美、人性之美。

《现代课堂周刊》
“优学”与“优

教” 是提高课堂质
量的重要因素，通
过“阶梯式分解”策
略， 可以细化课堂
流程与重点， 并帮
助师生内化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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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生活周刊》
要想明白“做

学生喜欢的老师”
的秘密，不妨走近
于永正的“名片”。
它会告诉我们如
何做一个学生喜
欢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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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周刊》
一所普通中

学如何“教天地人
事，育生命自觉”？
如何让师生心灵
自由绽放？本期关
注思想力校长徐
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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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周刊》
毕业季，炒得

火热的是校长们
的毕业演讲 。 我
们撷取了部分演
讲 ， 与大家一起
分享其中的情怀
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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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周刊》
“三个女人一

台戏”， 更何况是
8 位优秀的女教
师，本期带您走进
中关村一小，看她
们如何相互搭台，
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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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让成长更美丽
———吉林省全面推进阳光体育运动纪实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康秋菊 郑骊君

26 年锁定大教育
教育，从来就不应该被局限在四四方方的校园中，整个社会都应该成为教育发展的大资源库。作为辽宁省大连市最大的区域，甘井子区面积 455 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 110 万，拥有教师近 6000 名。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引领和新年“一号会议”的指导下，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大教育格局。

（详见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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