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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 对于小学体育教育来说，思想品德教
育是很重要的一个模块。 那么如何进行德
育教育呢？ 最直接的方式是将德育教育渗
透到体育课堂教学工作中去，秉承以学生
为本的教学理念， 从学生的内心出发，根
据他们的心理特征构建完整的德育教学。
在课堂教学工作中，教师应该尽可能给予
学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机会， 这样，学
生才能认识自我、激励自我，进一步做到
教育自我。

一、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教
育的重要性 德育教育一直是我们学校教
育最重要的部分。 学会做人，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世界观，塑造完美的人格一直是
我们教育者所提倡并一直努力实现的目
标。 在体育教育工作中渗透德育教育必须
要求学生学会认识自我、准确定位以及学
会自我教育等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将有助
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

二、 体育课堂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的方法 德育教育是全方位的。 体育课堂
教学是一个对学生包括体力、 智力、思
想、情感、态度等在内的全面的身体素质
的培养、锻炼。 学生通过体育课的学习，
锻炼健美的体格，充实智力活动，提高思
想觉悟，培养感情智商，提高社会适应能
力。 因此，作为一名出色的体育教师必须
能充分了解和利用每一次体育课的结
构，根据每堂课的特点和内容贯穿德育教
育的内容。

1.在课堂常规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
教育。 结合思想品德教育是课前直接面对
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途径。 教师
要根据具体情况有重点地把课堂常规的
内容和文明礼貌、 组织纪律等结合起来。
比如每堂武术课教学中，课前与课后的抱
拳礼就是一项必不可少的礼节，在每次课
堂上让学生形成这种习惯，这样必然会在
潜移默化中增进学生的武德精神，进一步
提高思想品德的教育。

2. 在体育活动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
育。 利用体育游戏进行德育教育就是一种
非常好的方式。 小学生特别喜欢游戏，也爱
争强好胜，教师在教学中要正确引导学生，
培养学生的团结意识及友爱意识。 比如在
接力跑中，有的学生跑得快，有的学生跑得
慢， 或者没有配合好接力棒掉在地上耽误
了时间，结果输了比赛。 这种情况下学生往
往很容易去埋怨跑得慢的学生和没有交好
接力棒的学生。 这时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教
育，告诉学生在团队里要互相友爱，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长处，要尊重他人。 同时鼓励跑
得慢和没交接好接力棒的学生， 并帮助他
们，使其树立自信。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后还可以再进行一次比赛， 让他们看到自
己的进步。 通过这一类的体育游戏让学生
学会看到别人的长处，培养团队意识，并让
学生明白努力就会有进步。

3. 在教学细节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
育。 体育课堂中，教师应做到：规范语言，
使用文明用语以及普通话，穿衣符合运动
的特点，即身着运动服，动作正确熟练、规
范行为、举止大方得体。 体育教师应当以
身作则，严于律己，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
力和良好习惯的养成。

4.在组织教法中结合思想品德教育。
选择合理、科学的组织教法，既是教师教
学能力的体现，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
的有效途径。教师要善于把学生的心理活
动和身体活动结合起来，利用课堂的组织
教法中的各个环节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
教育。例如，通过队列队行练习，可以培养
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在进行技术性较强的
动作， 通过同学间的保护与帮助练习中，
可以增强同学间互相帮助意识。在课堂小
结中，评价和肯定一个学生时，会更加激
励学生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

总之， 体育课堂教学随着时代而不断
创新、改革。 学校的体育教育对学生的身
体健康、 思想健康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体育教师要不断探索和总结，在体育课堂
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使学生能够更好地
掌握技能，接受教育，促进学生的思想更
健康地发展。

足球运动是一项世界人民都
喜欢的运动。 一个国家的足球运
动水平主要是看这个国家的青少
年足球水平是怎样的。 从 2009 年
开始， 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就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 主要是为了培
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校园足球的文化内涵
文化就是人类在历史发展的

长河中所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总和。 而从另一角度来
说， 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其所
对应的制度和组织的综合体。 接
下来我们再看看什么是足球文
化？ 足球文化是指以足球运动为
主体的具有不同特征的复合体。
最后， 我们来看看校园足球文化
的定义。 什么是校园足球文化？ 校园
足球文化是指在校园这个特定的区
域内，以足球作为介质所表现出的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二、邵阳武冈市展辉学校的精神
文化建设

武冈市展辉学校是以足球为载
体， 从 2015 年起， 每年的 5 月开展

“快乐足球”活动。 学校改变了赛制，
其目的是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进来。
一直以来，学校都致力于足球文化建
设， 致力于培育学生足球技能与文
化，我校曾经多次获得邵阳市男子甲
组、乙组和女子组冠军等奖项。 学生
能够获奖， 当然离不开学校的支持。
另外，当学生家长看到孩子在足球场
上拼命的时候，那种激动而自豪的样
子让家长感到很欣慰，这是孩子平时
在家所没有的，家长和孩子在交流的
过程中也因为足球而产生更多的话
题，家庭的幸福感也在加强。

1. 邵阳武冈市武冈市展辉学校
足球制度文化建设。 为了让校园足
球这项工作得到保证， 武冈市展辉
学校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各种规章制
度，比如《最佳阵容评选方法》《快乐
足球》等。

2.� 邵阳武冈市展辉学校行为文
化建设。 足球运动的发展前提是什
么？ 是稳定的足球队伍。 武冈市展辉
学校的足球队很强大， 包括两支队
伍：一队和二队。 一队是大年级的学

生，来自于五六年级；二队则
来自于低年级的学生，主要是
三四年级的，一般来说，学校
的荣誉多是来自于一队学生
的奋力拼搏。 学校在训练期
间，教练都是利用下午放学后
和周末的时间来进行训练，学
校的校队的足球水平得到了
快速提高和发展。

武冈市展辉学校落实好
了足球项目的场地、 队伍、训
练时间和费用等，为校园足球
的发展提供保障。 学校盛行足
球之风，足球联赛在全校开展
得很顺利，参加足球联赛的人
数多， 参加校队的人数也多。
学校的足球队虽然成立不久，

但在省、市、区各级比赛中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 在 2016 年的市级比赛中荣获了
第二名， 在 2018 年的中小学生足球赛中
取得了第三名。

三、校园足球文化建设的路径
1．校园足球文化观念的建立，让学

生能有序开展活动。 足球文化是校园足
球能持续开展的必要条件。 学校为了加
强校园文化建设， 不但要加强学生的学
习文化水平， 而且要加强学生的足球水
平， 让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到足球运动中
来。 学校通过定期举办足球比赛，让学生
们更加热爱这项运动， 营造出一个好的
校园足球氛围。

2.校园足球文化运动的定期开展，让
学生的足球技能不断提升。阳光体育要求
学校给予积极的响应，老师要好好地进行
宣传， 每位学生也要接触和了解足球，让
更多的孩子对足球训练产生兴趣，通过足
球训练， 让孩子们的足球水平获得提高，
从而营造好的足球环境。

3.营造好校园足球文化环境，要注重
足球文化的发展。学校在进行校园足球文
化建设中，要先明确校园足球文化的设计
形式和方法，让更多的学生和老师参与到
足球文化中来。

青少年的发展关系到民族的未来，校
园足球文化的建设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
来，这样在提高校园文化建设的同时也提
升了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让校园足球乃至
中国足球更好更健康地发展，相信中国的
足球明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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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信息技术教学要点击学生生活
信息，提升课堂实际效果。 我通常采用的
教法是点击学生生活的任务驱动、 营造
学生自己的学习环境。 任务驱动让学生
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让
他们觉得学到的知识有用并希望能尽快
见到成果， 在这种任务驱动下学生的积
极性异常高涨。营造学生自己的环境，是
让学生在电脑上经营自己的小天地，让
学生有归宿感。 这样所学的知识也可以
串联起来，能做到综合运用，也会启迪学
生去探索更多有用的知识。

一、点击学生生活的任务驱动
【实例一】 我县是国贫县，我校大多

数学生属于“留守儿童”，多数同学的父母
常年在外地务工， 学生与父母联系很少。
针对这种现状，学校组织了“给父母写一
封信”的作文比赛，用书信的形式，让学生
将自己的想法和心声跟父母表达。信息技
术课中有一节重要的课程《文本信息的加
工与表达》， 可以要求学生在电脑上使用
Word排版给父母写一封信，借用学校的
打印机帮同学们打印出来。安排这个任务
之后，学生非常开心，用电脑排版打印书
信是一件在他们看来很向往的事情，打印
好的书信也会让他们觉得自豪，同时也可

以在父母面前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以前学习 Word 软件时， 要每个知

识点一一灌输给学生，学生在电脑面前
很不专心， 希望尽快结束教师的控制，
很难听得进去，教师控制一结束，他们
便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找图片、听音
乐、看电子书、玩小游戏等。 非得老师一
一的督促才会动手，而且就算当时在教
师的指导下掌握了，也不系统，不深刻，
没有实践，过一段时间又忘记了。 现在
他们时刻都在想着如何制作出一封漂
亮且有个性的信件来寄给父母，不仅会
主动地去制作、学习、提问，而且学生之
间的交流也非常多。 信息技术课堂中，
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是很有效的学习途
径，如果某位同学制作出或学习到了新
的知识，那其他的同学会很羡慕，该同
学也会很有成就感将知识教给其他同
学。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于促进课堂
的学习氛围和让学生融入课堂都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二、营造学生自己的小环境
【实例一】 创建自己的资料夹。 如果

学生每次来到电脑室，都是面对一台全新
的机器，与自己毫无关系，那他们的学习
和使用就会从头开始，没有关联，或者索
性就玩一玩，看一看，一节课就过去了。

我会给学生安排这样一堂课， 教学
生创建自己的文件夹， 并教会他们如何
设置权限； 教他们将自己制作的文档放
在自己的文件夹当中， 将自己喜欢的图
片收藏起来； 还告诉他们在播放软件中
制作自己喜欢的播放列表， 将自己喜欢
的歌曲保存为列表文件， 放在自己的文
件夹中， 使得他们在电脑中有自己的小
地盘，当来上课时，首先可能就会打开自
己的文件夹，然后继续上节课的工作。

这样学习便有了连贯性，知识能做到
串联，如：文件管理与自己的任务有直接
的联系，与娱乐有直接联系。

【实例二】 将与同学们相关的资料
放到电脑室， 如学生制作学籍管理时的

照片，学生在使用图像软件时，可以拿自
己的照片来进行处理。

学校举行篮球争霸赛，我们将争霸
赛的录像和照片资料放到电脑机房，作为
另一片展示同学自己风采的场地。把同学
们的日常生活与课堂联系起来，让同学真
正感受到信息技术在生活中的用处。

三、教学效果
首先最显著的成效是， 学生安心地

坐在了电脑前，因为他们有事可做，一堂
课上完， 总是舍不得离去， 好的学习氛
围，是保证教学效果的前提。

其次是学生会认真地聆听老师的教
学，我一般尽量以最少的语言讲述重点，
学生了解之后便开始动手， 学生更专注
听讲，更热心实践操作。

第三是培养了一批电脑“高手”，他
们掌握的知识多，技能高，他们带动了整
个学习气氛，也常常帮助其他的同学。

四、评价量规
我在班上提出的学生学习自我评价

量规是：1.遇到问题，首先会不会想到自
己想办法并解决。 2.是否为学习到新的知
识而自豪，并热衷于与同学分享。 3.对信
息技术的规则和原理是否明白， 不仅要
知道怎么做，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点击生活信息 创新课堂教法
———高中信息技术教学撷谈

永州市新田县第一中学 邓鑫

浅谈小学体育课堂
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教育

岳阳市君山区许市镇凉亭小学 龙世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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