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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洞口县第九中学
情商，是指情绪商数，也称情绪智
力，英文简称 EQ，主要指人在情绪、情
感、意志、耐性挫折等方面的品质。 心
理学研究表明： 人的情感和思维是受
他们的先天气质以及神经类型的影
响，但它和人们的性格一样，是可塑和
可修饰的。 换言之，情商可以培养。 打
造高中优质体育课堂， 可以巧妙地培
养学生的情商。
高中体育学科是一门培养学生身
体健康、 心理健康和良好社会适应能
力的学科。 利用体育活动，可以培养学
生的合作意识、团队精神、抗挫折的能
力、 抑制自律能力和诚信宽容思想品
质。 而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体育游戏
情境对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
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学生在游戏过程
中，不仅能培养观察能力、记忆力和判
断力，而且能调动其视、听、触、平衡、
空间等能力， 同时还可培养他们对问
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 为发展其智力
广开途径。 体育活动将身体活动和智
力活动融为一体， 加之又有一定的竞
争性， 能使学生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
培养高度的集体荣誉感和自律能力，
对学生心理品质、 情绪意志都是极好
地培养与锻炼。
高中体育教材融思想教育和身心
锻炼于一体， 情商范围内的资源相当
丰富。 通过对体育史料的大力宣传，树
立榜样，可激发学生热爱体育运动，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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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学生奋发进取，为培养其合作意识、
团队精神、 诚信宽容的品质和锲而不
舍、坚忍不拔、勇于争先的学习精神，
奠定了良好的情商基础。 在教学跨栏
跑之前， 可先介绍飞人刘翔勇夺奥运
冠军再破世界纪录的相关知识， 再让
学生观看有关跨栏跑和刘翔夺冠的比
赛录像，学生会对祖国、对教师在课堂
上所讲述的一切充满敬意。 至此再转
入跨栏跑内容的讲解、示范，然后让学
生进行实际运动， 其学习的积极性自
然高涨，教学效果良好。
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挫折对每
个人来说也是难免的。有的人心理承受
能力强，能经得起挫折；有的人心理承
受能力弱，经不住挫折考验，甚至面对
挫折心生恐惧而消极悲观、忧郁，自然
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重者还会导致
心理障碍，影响身心健康。 特别是在高
科技时代的今天，强竞争、快节奏、多变
化给人带来更加强烈的情绪冲击，使矛
盾、冲突更普遍更尖锐。 因此高中体育
老师要善于利用体育学科认真地给学
生补上挫折教育这一课。 心理研究表
明， 承受挫折能力和其他心理品质一
样， 可以通过学习和锻炼而获得提高。
在体育活动中，教师要经常教育学生有
意识容忍和挑战生理的极点，懂得“失
败乃成功之母”，明白许多饱经风霜、遭
遇过人生坎坷的人比一帆风顺的人更
能忍受挫折，更有作为。

体育作为当今世界一种交际的通
用语言，它和其他语言一样，其最主要
的功能是传递感情和信息， 进行社会
交际。 体育活动中开展的各种游戏、竞
赛等都是培养学生情商的有效途径。
乐观就是以宽容、接纳、愉悦和积极的
心态去看待周边的现实世界， 它能很
好地促进人的身心健康。 美国心理学
教授马丁认为：“乐观是一个人成功的
重要因素。 ”因而培养学生情商，还要
注重乐观教育，营造良好的心境。 如何
使自己乐观起来？ 在体育活动中乐观
的人多数是自爱、自信的，自我控制能
力强，且性格外向易与他人交往。 鉴于
此，通过目标激励，可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通过合作学习，可培养学生的社交
能力。 培养学生的幽默感，令其以轻松
的心情对待环境压力， 以微笑面对失
败；培养学生的乐观主义精神，使他们
正确地认识生活的意义，热爱社会、热
爱生活、热爱学习、热爱自然、自信积
极、乐观向上。
高中体育教师应充分认识情感因
素对学生学习和健康成长的巨大作用，
利用学科的主要特征，大力加强情商的
教育和训练，这不仅可帮助学生填补情
感和社会技能的不足，还能使学生面对
现代社会的压力，学会做人、学会学习、
学会竞争、敢于挑战、勇于开拓。我们应
努力把高中生培养成有责任感、 有爱
心、有能力的新一代高素质的人才。

浅谈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
湘西自治州龙山高级中学

张肇群

“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教育，意味着 失败，‘我’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个人
一颗树动摇另一棵树，一朵云追逐另一 采用的方式和每天的情绪是造成学习
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 在 气氛和情景的主因。 身为教师，我具有
语文课程标准中，德育教育应是“随风 极大的力量， 能够让孩子们活得愉快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教学的 或悲惨，我可以是创造痛苦的工具，也
各个环节，铭刻在学生的思想中。 笔者 可能是启发灵感的媒介； 我能使学生
认为主要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德育渗透。 丢脸，也能使他们开心；能伤人，也能
一、铸就师德灵魂，在言传身教中 救人。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场危机之
恶化或解除，儿童是否受到感化，全部
进行德育渗透
陶行知说：“要学生做的事情，教 决定在我。 ”教师作为灵魂的工程师，
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 就得学会巧用各种教学手段和策略，
员躬亲共学;要学生守的规则，教职员 努力打造魅力课堂， 让学生在魅力课
躬亲共守。 ”古语云：“
言教莫如身教”， 堂中为生命着色。
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进行思想教育，教
善设情境，让学生与课堂更亲近，
师自己首先要接受课文思想内容的教 打开学生智慧情感之门。 创设情境方
育，并内化为思想行动，为学生做出榜 法众多，如上《沁园春·长沙》一课就可
样。 若教师能在《劝学》一课中找到指 以借助于有关湘江的图画， 去感知湘
导自身学习的方法；于《师说》一文中 江秋景的壮丽，感受到词人“以天下为
明白从师的重要性；从《将相和》一篇 己任”的豪情壮志;学习《林教头风雪山
中领悟宽容与自省的人格魅力， 相信 神庙》时，为了感受梁山好汉的英雄气
学生也能够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做 概，更为深刻地把握人物形象，可播放
一个有上进心、有恒心、有毅力、有担 《好汉歌》渲染氛围;学习《飞向太空的
航程》时，可给学生展示我国航天飞船
当、有抱负的人。
总之， 教师只有在各个方面以身 飞向太空的视频，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作则、为人师表，才能激发学生对美好 情和民族自豪感。
组织讨论，让学生畅所欲言，展现
事物的追求和对真、善、 美的热爱，才
能成就学生的美好品德， 使其成为一 自我个性魅力。 课堂讨论有利于开拓
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个会做事也会做人的有用之才。
二、打造魅力课堂，在精彩课堂中 使学生的思想在碰撞中产生火花，让
绘生命色彩
他们的观点和认识在讨论中互相完
教育是人与人心灵上最微妙的相 善。 有效地讨论能够让学生辨明真善
互接触。 美国心理学博士吉诺特说： 美与假恶丑， 有助于他们树立正确的
“在学校当了若干年教师后，我得出了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肯定优点，指正缺点，让学生正确
一个令人惶恐的结论： 教育的成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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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高中体育课堂与学生情商培养

面对自我。哲人詹姆士说过：
“
人类本质
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在教
学过程中， 教师要多给予学生赏识、赞
扬、鼓励，它能帮助孩子树立自信心，使
孩子积极健康地成长。肯定并非一定要
用语言，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个
动作都能起到激励学生的作用。但肯定
表扬也不能滥用，得有个度，过剩的“嘉
奖”会使教师的肯定丧失原有的激励价
值，因而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应当
给予指正， 面对错误就应当提出批评，
当然， 批评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不
要贬损学生的人格。
三、培养阅读兴趣，在阅读中受益
终身
“让学生变聪明的办法不是补课，
不是增加作业，而是阅读，阅读，再阅
读。 ”这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
话。 确实，阅读能够给学生带来诸多好
处，可开阔视野，丰富知识，陶冶情操，
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 新课程标准
明确规定： 中学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
于 400 万字。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展开
课外阅读，笔者做了一些尝试，给学生
介绍符合他们阅读实际的书目， 克服
学生课外阅读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引
导学生进行有目的地阅读， 让阅读能
够为自身实际服务； 培养学生养成圈
点、批注等阅读习惯，让他们在阅读中
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总之， 语文教师就应该像一个充
满激情的导游， 带领着学生在领略中
提升人格，完善自我。 只要细心挖掘，
随处都有德育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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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教育部研制印发了《关于全
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意见》。 做好德育工作，是班级其他工作
得以实施和顺利开展的前提，是培养学生
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
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微信公众号、
QQ、微博等软件成为社交、工作、学习不
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新时代的班主任，应
该重视借助网络途径来开展班级德育工
作，提高班级德育工作的实效性，成为学
湘
生网络学习的引导者， 对网络教育资源
西
进行整合利用， 发挥网络教育正面积极
自
治
的作用。
州
一、借助网络平台，创造性地开展班
龙
级德育主题班会
山
1、班会主题的选择。 班主任可以通过
县
第
网络途径征集班会活动主题，在班级微信
五
群里广泛征求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对学生
小
急需改进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做到有的
学
放矢，提高主题班会的德育效果。
2、班会材料的收集。 班主任要注意通
张
过网络收集学生日常的现实表现、家长的
璐
想法、心愿及工作状况等方面的内容（如
图片、视频、文本）。 将收集的材料按主题
整理，制作成课件，在班会上交流。 让学生
看到自己平时忽略的身边小事，了解家长
的内心真实意图，体会家人的辛苦。 引导
学生听取家长的想法， 省视自己的言行，
促进其进步。 以此让学生和家长之间建立
联系，从情感上为德育助力。
3、班会形式的改变。 班会采取图文欣
赏、配乐讲述等丰富多样的形式，更能吸
引学生的眼球，拨动学生的心弦。 还可以
开展分散的网络主题班会，在网络平台上
召开共同话题的主题班会，学生畅所欲言
地讨论，在讨论中进行德育熏陶。
二、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网
络德育实践活动
德育实践活动能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 在实践中收获。
借助网络平台开展的德育实践活动以其新颖的形式和接地
气的方式，受到学生的欢迎。 例如：我们可以开展“
连连看”的
实践活动，与外校或外地班级进行同步实践，通过相互督促、
学习和帮助，共同得到提高。 也可以在“母亲节”开展家校网
络实践比赛，将学生在家、在校的实践活动录制下来，传到班
级微信群，让远在外地的家长投票，选出最有孝心、最能干的
好孩子。
三、创建网络平台，集中学校、家庭和社会三方面教育力
量开展德育工作
要做到德育为先，学校教育必须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相互协调，形成互动。 这其中班主任要起到沟通、组织和融合
的作用。 班主任可以创建网络平台，充分挖掘和借助社会、家
庭资源，对学生进行时事、新闻等方面的德育宣传活动。 大到
国际时事，小到身边一言一行，让学生真正做到“胸怀祖国，
放眼天下，脚踏实地、仰望星空”。
邀请嘉宾开展网上“听红军爷爷讲故事”“交警叔叔对你
说”等专题讲座；筛选、链接社会新闻，如针对“平民英雄”“钟
山说事”等合适的新闻节目开展讨论活动；还可以组织家长
委员会成员，在固定时间通过班级微信、QQ 群开设班级家庭
德育课， 以生活中的事例或身边的故事来进行美德宣传，将
班级德育课的开展延伸到课外 。
四、利用网络社交，加强师生、生生、亲子之间的沟通和
交流
由于现代生活节奏快，家长工作繁忙；教师忙于教研教
改，教学负担重；学生在校时间有限，大部分用于学习等原
因，使得亲子之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受限，开辟网
络沟通途径势在必行。 网络沟通可化解当面沟通的尴尬，更
容易打开交流者的心扉，使其接纳和听取他人的建议。 所以
利用网络交流和沟通，能大大促进师生、生生、亲子关系的
融洽。
班级微信群建立后，群里众多学生纷纷展示自己丰富多
彩的课余生活。 有的翩翩起舞，有的一展歌喉，有的钢琴演
奏，有的练习书法……学生的才华得以施展，自信心得到增
强，观众们的评论更是对其起到促进和鼓励作用。
利用网络社交，一些不便于当面与老师沟通的问题，通过
网络交流，避免了问题的扩大。 也使一些不善于当面表达的学
生，找到了宣泄的方式。 网络交流更是促进了学生之间的互帮
互助，学生开始在网络上学着帮助他人，向他人学习。
当然， 网络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除了为我们在开阔眼
界、学习知识、与人沟通等方面提供了便捷及丰富的条件和渠
道之外，也存在很多弊端。 班主任要正面引导学生健康、正确
地使用网络，兴利除弊，避免沉迷，在网络平台上开辟和搭建
好德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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