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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阳光体育”背景下打造学校健美操特色
常德市澧县小渡口镇中学 刘思思
随着《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
全面实施， 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阳光
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 教育部对此提
出明确要求： 阳光体育运动要和学校
体育活动、体育课紧密相连；通过体育
锻炼，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养成自
觉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 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我校根据学生、师资、场地等
实际因素， 选择健身性健美操作为本
校阳光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 通过一
年多的探索与实践，收到了良好效果，
形成了明显校园特色。
一、深入班级调查 顺应学生心声
在农村中学工作过的教师都知
道，农村中学的体育活动因受师资、学
校体育场地、器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学生的体育活动内容十分单调， 就连
每周两节正规的体育课学生都不愿参
与， 更别说要在阳光体育活动时间让
学生动起来，进行有效锻炼。 因此，我
们制定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心声，在一
部分女生的问卷上出现的“舞蹈”二
字，令我们有了方向——
—健美操。
健美操作为一种以身体各部位相
对运动为内容，以艺术创作为手段，以
人体自身为对象， 以健美为目的的一
项新型体育运动项目， 充分展示出形
体美、精神美、时代气质美，深受广大
青少年学生所接受和喜欢。 我校学生
正处在青春发育旺盛期，精力充沛，兴
趣广泛，接受新生事物快，加之他们渴
望自己拥有健美的体型和良好的气

质，而健美操锻炼正好顺应学生愿望。
同时， 健美操也是全员参与的群众性
体育锻炼活动， 符合我校开展阳光体
育活动要求， 于是健美操就定为我校
学生人人参与的阳光体育活动的主要
内容。
二、狠抓师资培训 确保活动质量
专业的师资队伍， 往往影响着教
育教学的质量。 活动的有效开展也离
不开专业的教师队伍。 学校在选择健
美操作为阳光体育活动时， 也正是基
—周
于我校的几位正规体校毕业生——
颖,沈阳体育学院毕业；向蓉，湖南师大
体育系毕业；刘思思，湖南文理学院体
育系毕业。 特别是周颖老师，正好是健
美操专业的毕业生， 对我校开展健美
操活动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仅凭三
位教师， 要同时带动我校十多个教学
班的学生参与健美操活动， 显然师资
力量薄弱了些。 学校领导紧急动员一
批有健身爱好的老师加入健美操教学
队伍。 为巩固教学效果， 提升教学质
量，在实际教学中，老师们有意识地培
养一批对健美操感兴趣的学生队伍，
并将其发展为健美操兴趣小组成员，
让他们在班级中发挥模范引领作用，
这对健美操活动的开展起到了极大的
促进作用。 这样， 一支由专业教师主
教、兼职教师辅助、兴趣小组成员模范
引领的“教师队伍”的形成，既加强了
教师队伍力量， 更有效确保了阳光体
育活动质量。

三、立足学校发展 形成办学特色
为了让健美操活动能长久的成
为我校阳光体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并
在我校形成一定的特色，学校一方面
充分利用文化墙、宣传窗、校园广播、
黑板报等宣传阵地，营造浓厚的校园
体育文化氛围，提高学生参加锻炼的
积极性和自觉性。 另一方面开展丰富
多彩的健美操活动，如组建班级健美
操兴趣小组、进行以“舞动青春旋律，
放飞人生梦想”为主题的班级健美操
大赛等活动，大力促进我校健美操运
动的良性发展， 确保 人 人 会 跳 健 美
操，使健美操活动成为了我校的亮点
和特色。
同时，学校以健美操实践活动为
依据，积极组织教师进行健美操校本
教材的编撰与开发工作。 体育教师周
颖、音乐教师张思思等一批骨干教学
人员，跨科合作，几易其稿，历时两个
多月，终于将我校第一套健美操编印
成册，并配以充满青春活力的背景音
乐，为今后健美操的教学及推广留下
了宝贵资源。
践行阳光体育活动， 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培养学生终生体育意识是一
项巨大工程。 如何借助这一机遇，打造
学校特色， 提升办学品位是一个永恒
的课题。 我校开展的以“舞动青春旋
律，放飞人生梦想”为主题的健美操活
动也仅仅只是学校阳光体育活动的一
个缩影，打造学校特色的一次尝试。

让孩子的生命里多一份诗意
—小学低段古诗教学初探
——
衡阳市石鼓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肖姣丽
叶圣陶认为：“性情的涵养和想
象力的培植， 在教育上是重要的项
目，尤其在小学阶段。 涵养的培植必
须有所凭借， 而最好的凭借便是诗
歌。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凝聚
了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人文精髓，也是
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每
一首古诗都是一件流光溢彩的艺术
品，是一幅灵动的画，更是一曲优美
的旋律。 从小学低年级开始，教材中
便蕴含了许多古诗文。 由于低年级学
生年龄小、阅历浅、知识有限，所以语
文教学大纲对低年级古诗的教学目
标定得较低。 但古诗的教学是阅读教
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让孩子们
真正体会到诗中的美妙，获得情感体
验，不下一番功夫可不行。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
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 ”
古诗教学也应该开放而富有创新活
力。 笔者就如何让孩子们在课堂上与
古诗美丽相遇，让孩子的生命里融入
更多的诗意，尝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
去突破。
一、导入，是美妙的引领
“课的第一锤要敲在学生的心灵
上，激发起他们思维的火花，像磁石
一样把学生牢牢地吸住。 ”每一首古
诗的导入，要达到“课亦始，趣亦生”
的境界。 教学《梅花》，我让孩子们徜
徉在美不胜收的花海，爱花之情油然
而生；教学《村居》，我让孩子们听儿
童的笑声，想象着笑声中有谁？ 在哪？
在干什么？ 教学《鹅》这首诗，我让学
生猜谜语，欣赏简笔画。 别具匠心的

导入，将学生牢牢地吸引住，使其产生
浓厚的兴趣， 把学习古诗作为一种宝
贵的礼物来接受。 孩子们和古诗的距
离瞬间消失，那颗求知的心，因为古诗
而激烈地跳动起来。
二、诵读，是美妙的旋律
古诗句式整齐简单， 音韵优美和
谐，语言精练，琅琅上口，易于诵读。
南宋朱熹谈到古诗朗读时说：“要读得
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
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
记。 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久不
忘。 ”让孩子们采用范读、领读、独自
朗读、学生与学生合作读、师生表演读
等多种形式，敞开嗓子，放松心情，自
由地读，自在地读，学生便可从中享
受到学诗的快乐。 这样，诗歌的音韵
美、节奏美、语言美及意境美，自然而
然地在孩子们的声音里流淌。
三、想象，是美妙的呈现
古代诗歌是诗人用涌泉一般的
激情浇灌而成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佳
句名诗意境深远，无不蕴含着诗人心
灵深处的情感。 生动的景物描写融合
着抒情言志，构成了诗的意境。 教师
在教学中如果一味地讲白讲透，破坏
了古诗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感，
那么学生便无法入情入境。
所以，低年级古诗教学，需要基
于自然，基于真实愿望的想象。 教学
《绝 句》一 诗 ， 诗 句“两 个 黄 鹂 鸣 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中明丽的色
彩让人赏心悦目， 活泼灵动的画面
更令人心驰神往。 教师可启发学生
大胆想象： 可爱的黄鹂在翠绿的柳

枝上说着什么？ 唱些什么？ 白鹭飞翔
的动作又是什么样的？ 它们心情怎
样？ 想象激活了学生的思维，催化了
情感，与诗人心灵碰撞，欢快愉悦洋
溢在脸上，美美的情趣荡漾在心头。
“着一字全盘皆活”，扣准诗眼，
合理想象，全诗的意境便灵动了。 如
教学《静夜思》一诗，可紧扣“思”字
启发学生：谁在思？ 为什么思？ 思什
么？ 怎么思？ 学生进入月光皎洁的静
夜，与诗人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浓浓
的思乡之情便在心头弥散开来。
四、拓展，是美妙的延伸
课堂是有限的， 而学习是无限
的。 教师要依据课内教材内容，适
当而有效地拓展诗文， 为古诗学习
带来广阔的空间， 将学生的视野引
到姹紫嫣红的古诗百花园中， 古诗
的芬芳将无声地涵养学生的身心，
催化智慧，培育人格，塑造灵魂。 如
教 学 了《村 居》， 可 拓 展《咏 柳》《绝
句》《春 日》， 让 春 天 的 勃 勃 生 机 牵
引着学生走进大自然， 拥抱大自
然，赞美大自然，触景吟诗，诗兴盎
然 。 教 学 了《梅 花》， 可 让 学 生 搜 集
写兰花、荷花、菊花的作品，欣赏花
中四君子的风采……让学生驰骋在
异彩纷呈的诗歌里， 比赛吟诵，怡
然自得。
也许，如此这般，带着孩子与古
诗美丽相遇， 让孩子们亲近古诗，
徜徉在古诗的字里行间， 用心与古
诗对话， 便赋予了古诗新的生命，
每一首诗都会在孩子们的生命里永
恒而芬芳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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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某地一名医生在术前
谈话时问患者：“手术是用国产刀还
是用进口刀？ ”患者反问：“有什么
区别吗？ ”医生说：“区别大着呢，进
口刀手术快，时间短，出血少。 ”患
者答复：“那就用进口刀吧。 ”患者
很快签了字。 出院结账时才知道进
口刀是自费。 虽然手术很成功，但
患者心里很不高兴， 觉得中了医生
的圈套， 于是投诉了医生。 而医生
也感到很委屈， 认为患者签了字又
反悔，明明是想讹钱。 这样一来，一
个医患矛盾便形成了。
这位患者投诉医生， 并不是没
衡
阳
有道理。 教科书式的术前谈话虽然
市
没有过错， 却在医患之间垒起了一
中
医
道墙。 因为，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沟
医
通是语言的沟通，更是心灵的对话，
院
这就要求在对话时必须加入人文关
怀的内容，视对方为知己、亲人、上
王
俊
帝， 搭起信任和友爱的桥梁。 只有
杰
做到了这一点， 术前谈话才不会让
患者立下“生死状”，而是让病人吃
下“定心丸”。 所以说，加强人文关
怀是改善医患关系、化解医患矛盾、
杜绝医患纠纷的必由之路。
第一，医生设身处地为病人着
想，是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的基础。
患者到医院看病， 都是满怀虔诚与
信任的， 希望医生拿出最好的治疗
方案，使自己得到最好、最实惠的治
疗。 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经济条件
的不同， 每个患者的治疗需求也就
有着较大的差别。 因此，医生看病，
既要看“人的病”，又要看“病的人”，
更要把看病方案、条件、要求、开支
情况、是否公费私费等情况讲清楚、说明白；既要考虑病
情需要，又要考虑病人的家庭经济条件等因素。 有钱的按
有钱的办法治疗，没钱的按没钱的方案治疗，因病而异，
因人制宜。 有的治疗虽然符合医学规范，却没有考虑个人
因素，缺乏人文关怀，所以是有缺陷的。 如果医生不能设
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即使治好了病，也难得到患者尊重。
第二，医生是人学，其灵魂就是人文关怀。 医生面对
的不是小白鼠，而是活生生的人。 因此，医生不能把病人
当成一个生物人， 而是要当成一个社会人。 即便症状相
同，每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也不一样，对治疗结果的期望
值也不尽相同，治疗办法就必须有所区别。 例如，有的患
者明明已经处于生命晚期，没有任何治疗价值，而医生出
于种种考虑却在拼命地开贵重药品、动大手术，除了使患
者家庭徒耗钱财外，别无益处，最终结果还是人财两空。
这样的做法，不仅让患者家属寒心，更是让医患关系雪上
加霜。
第三，加强人文关怀，是改善医患关系的必要前提。
值得反思的是，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中，科学教育贯穿
了始终，而人文教育和人文关怀的宣传却成为了一条“瘸
腿”。 我国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比例， 远远低于欧美国
家。 在美国执业医师考试中，人文内容几乎占了一半，而
在我国基本上还是考知识和技能。 有很多“训练有素”的
医学生，将一本本医学教材奉为经典，背得滚瓜烂熟，却
忽视了有血有肉的病人情况。在他们心目中，医学成为了
一门纯自然科学。 在他们看来，医患关系只有技术，没有
关爱；只有证据，没有故事；只有干预，没有敬畏；只有告
知，没有沟通。 而事实上，患者并不需要“会喂小白鼠的
医生”，而是需要“能关心、关爱、关照人的医生”。 因为，
患者可以忍受各种病痛的折磨， 却无法忍受来自医生的
歧视和冷漠。
原本两个陌生人，因为一张挂号条而结缘，形成一种
契约关系，这就是医患关系。 要想让医患关系更加紧密、
更加亲近， 不是一本病历、 一个签字、 一张收据能做到
的， 而是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心灵沟通、 彼此的“同频同
振”。 著名心血管病人专家胡大一曾经说过：“医生看的
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 ”当我们医生的眼
里不仅看见了病，而且也看到了疾病背后的人，医学才是
有温度的人学，才能赢得患者及其家属、亲属的充分信任
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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