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一段较长时间,语文教学单调乏味，
以至于学生讨厌语文，害怕语文，甚至于渐渐
远离语文。 究其原因，不是在于学生，而是在
于语文教师本身， 是陈旧的教学模式关起了
语文乐园的大门。要想重启语文乐园的大门，
让学生在语文的乐园里自由自在地遨游，以
下的几点做法不妨一试：

一、加强教师文学修养，感染学生“爱”
语文

要想叫学生喜欢语文， 教师首先必须是
语文的爱好者， 并有着较为扎实的语文功底
和宽厚的文化积累，只有这样，才可能“厚积
而薄发”，才可能吸引学生、感染学生。 为此，
我特别注重理论学习， 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学
修养，努力以美的教学语言去感染学生，注重
平时和学生交谈时的语言美。和学生谈话间，
我经常会兴致勃勃地说：“我送你一句话！ ”、

“我想起一句诗！ ”在学生的作文本上我也经
常会写上这样的话：“老师希望你吃得苦中
苦，成为人上人！”学生显然对这些名言、古诗
是非常感兴趣的，在我的感召之下，他们也逐
渐开始积累名句， 现在我班基本上每个同学
都有自己的摘抄积累本， 这样学生就在不知
不觉中走进了语文的乐园。

二、 挖掘语文的自身魅力， 吸引学生
“品”语文

语文是表情达意，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
传承社会文化的载体，是与人的生命共存的。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语
文中有无穷的魅力等着我们去挖掘。

1、抓住课本中的佳作美文，让学生反复诵读。 课本中很多
课文，无论是写人、叙事，还是描景、状物，无不充满着迷人的
美。 教师紧紧抓住课文中每一个真、善、美要素和亮点，激发学
生去咀嚼、品味、感悟、欣赏，使学生的性情得到陶冶和感染，心
灵得到净化与提升。每一篇佳作美文，让学生反复诵读。在教学
中一般可安排这样几个层次的诵读：自由大声读，读通顺读准
确；分小节细细品读，每读一个小节，又分几个层次，比如教学
第一小节时，首先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大胆地试读，然后
让学生分小组分角色读。 经过这样一系列的诵读后，学生真正
地品味到了语言文字的魅力。比如七年级的《安塞腰鼓》、《山中
访友》、《济南的冬天》等都是美文，很适合反复诵读。

2、扩展课本外的名家名篇，让学生广泛阅读。 新课程标准
明确提出了课外阅读的具体要求。 针对这一点，教师应广泛发
掘班级学习阵地，让学生广泛阅读。 其一，在班中开辟了“每周
必读”，让学生诵读、摘记，并进行评比。 其二，充分利用每天晚
读报的时间， 把每周星期天的读报时间设定为听读欣赏课，向
同学们介绍一些名作，让学生欣赏、品读，体会到了诗情画意。
另外，还可让同学们作好课外阅读摘记，并不定期进行交流，从
而在班中掀起了广读诗文的热潮。

三、发挥教学的艺术魅力，诱导学生“懂”语文
教学是一种艺术。 作为老师，应该努力赋予语文教学技能

方法以艺术的美，让学生快乐、喜悦、迷醉。
1、激趣，让学生在情境中“乐”语文。在上《狼》这一课的时

候，为了达到读者与作者心灵的沟通，可设计一个答记者问
的小环节，让学生们尝试一下记者的魅力。 在教学《童趣》时
教师可给学生 5分钟的时间盯着教室里的电扇，让他们切实
的体会到“项为之僵”的感受。 教师创设了情境，使课堂由“平
面”变得“立体”，变成五光十色、富有张力、充盈美感的信息
场，从而激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让学生情不自禁地“乐”
语文。

2、小组探究，让学生在研讨中“析”语文。 为了让学生更
好地学习语文，可在班中组织学习小组，每一组都有小组长，
大家各有分工。 课堂上，教师首先将学习材料转换成问题情
境，接着小组内按自学、发言、讨论、小结、互评的程序展开学
习活动，然后大组交流学习情况和结果，进行适时地点拔和
指导，最后就产生结论。 比如在教学《安塞腰鼓》时，让学生分
小组讨论，赏析课文中写得美的句子，说说美在什么地方，然
后小组派代表发言，最后学生互评，老师点评，这样的形式，
使学生在一种充分平等的活动中探究、启智，使学习活动变
得自由轻松，交往情境变得融洽互助，信息传导多向畅通。

3、走向社会，使学生在实践中“用”语文。 学生的学习，大
多必须以其生活体验为基础， 因而应该强调在自然中学习，
在社会中学习，在生活中学习，比如让学生找找身边的不规
范字，为身边的实物写广告词，有的同学在给保护中教网拟
广告词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中教网在睡觉，请从旁边绕”；有
的同学给喜良车行设计了这样的广告“车到山前必有路，有
路必有喜良车”……让学生在生活中用语文，积累语文。 老师
要转变观念，坚持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的教学方式，全面
提高学生素质。

总之，语文教学的本位就是重积累、重感悟、重读书，我
努力把握住这一点，让每一堂语文课都上得有声有色，有情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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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在国家的重视和号召下,有
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人们观念的陈旧和应
试教育模式的影响,体育运动成了中学生
学习道路上多余的负担。 为了提高中学
生参与体育运动的主动性， 掌握科学健
身的方法和知识， 树立中学生主动体育
意识， 提高中学生综合素质和对学校实
施素质教育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有
力的理论依据， 我把多年观察探讨的中
学女生在适当体育运动负荷下身心健康
得到有力促进总结如下：

一、身体素质的影响
女学生对体育课的认识和长期重视

技能轻理论的模式和她们心理和生理的
特点， 大多数女学生认为体育课就是学
技术动作， 练习身体素质和应付体育考
试， 她们对这种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
学反复出现的体育项目教学感到枯燥，
没有兴趣，加上女生怕苦怕累，生理、心
理的惰性， 因此要发展好女生的身体素
质就十分困难。 而身体素质是人体体质
范畴的重要部分， 良好的身体素质是人
的生命活动和工作能力的基础。

把中学女生爱运动的和怕运动的做
个对比， 我们把身体素质练习融入到有
氧健美操中，通过力量、灵敏、柔韧等动
作来展示健美操的青春美， 练习中配合
以节奏感强，优美的迪斯科音乐，使学生
在快乐的音乐声中进行身体练习， 既有
兴趣又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实验对比显
示在这样的体育运动中女学生上肢力
量、腹部力量、下肢力量和灵敏素质的
提高比较明显。 同时也揭露了进行女学
生体育课的教学中，其教学形式和教学
内容的新颖直接影响到她们参加锻炼
的兴趣。

身体素质我们也要看看身体现状，

身体成分包括体脂重和瘦体重。 它反映
了人体的营养状况、健康水平、机能水平
和身体的活动能力。 人体机能处于良好
状态时，身体的体脂百分比适度。 体脂百
分比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 瘦体重成分对人体身体素质、机能水
平及活动能力等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从
健康的角度， 要求人们的体脂百分比在
正常范围内发展瘦体重， 以提高身体水
平和活动能力。

通过适宜健身负荷的锻炼， 有效地
促进体内脂肪代谢， 使体内储存的多余
脂肪被消耗，同时运动增加了力量练习，
因此瘦体重相对增加， 但是总体重值变
化不大，体重指数正常。而体育课的教学
是按正常教学计划执行，教学内容单一，
大部分女学生明显对教学内容兴趣和参
加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加之女生在参加
体育活动时普遍有腼腆、 怕别人讥笑心
理特点， 导致一堂体育课参加的人数不
多，身体活动不充分，因此各项指标均比
积极参加活动的适宜健身负荷低。 这充
分说明了对我国学生的体育课教学改革
的必要性。极少学生由于没有上体育课，
参加活动的时间更少， 每天唯一能够活
动的形式就是走步到教室、食堂，从我们
用记步器记录的步数可见， 每天的步数
与波多野义朗提出日身体活动量基本要
求应达到 1000步以上有很大的差距，显
然不上体育课女学生其活动量明显不
足。

哈佛台阶试验和 30 秒 25 次蹲起试
验是评价心血管机能水平的重量指标。
哈佛台阶指数越大、30秒 25次蹲起心功
能越小说明心血管机能水平越好。 即哈
佛台阶指数增大，30秒 25次蹲起心功能
指数下降， 说明女学生经适宜健身负荷

运动后， 心血管机能和心脏功能得到改
善，心肌收缩力量增强，循环机能的耐力
水平提高。这是人体机能对适宜健身负荷
产生良好适应的表现。

二、心理素质的影响
女中学生是社会文化层次的一个群

体，被认为是最活跃、最健康、最有潜力的
群体之一， 但她们在心理上尚未完全成
熟，认识问题、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能力比
较弱。 在处理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时，往往
会因为遇到挫折和障碍、 忧虑和烦恼，容
易造成心理挫折和心理紧张，出现种种心
理问题。有调查报道女中学生心理疾病患
病率高，其他一些研究报道也得出了女中
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低于常模结论。处于
青春发育期，学生的身体、机能发育正是
发育完善阶段，但她们的心理发育还不健
全， 容易受到诸多的影响而产生心理波
动，尤其是当今学习竞争力强，家庭因素
和同学关系等的压力导致心理负荷过重，
因此，她们对周围的事物比较敏感，担心
的事情较多，时常有烦躁、坐立不安、神经
过敏、紧张的现象。同时，还不时产生一些
难以理解的想法和念头。尽管她们参加有
益的健身锻炼，但仍然没有使心理压力得
到缓解，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女中学生
的心理卫生方面， 应注意关心她们的疾
苦，根据她们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健
康教育，同时还应激发女中学生积极参加
她们喜爱的运动的兴趣。

从身心角度去关心和关爱我们的女
中学生成了体育课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也对我们的体育运动负荷赋予了新的内
涵。在此我也呼吁我们的社会、家庭、有识
之士关注和关爱女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为她们的终身奠基，为社会的未来献
计出力！

财商就是一个人认识金钱和驾驭金
钱的能力，是理财的智慧。 它包括两方面
的能力：一是正确认识金钱及金钱规律的
能力；二是正确应用金钱及金钱规律的能
力。 财商教育是借助智商、情商教育的表
达方式提出对人的财富观的教育，通过教
育提高人们对获取财富的手段和如何享
用财富的认识，培养正确的金钱观念和基
本的理财技巧，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一、青少年财商教育现状
1、教育模式存在弊端，财商素质教育

缺失。
从教育培养模式来看，我们没有把对

青少年的财商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
内容，更没有对青少年的财商素质提出明
确的要求，财商素质教育的缺失说明我们
的素质教育存在缺陷和不足。中国传统的
育人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现行
教育体系对理财教育的忽视。

2、家庭教育欠缺，财商教育存在误区。
（1）孩子不能谈“股”论“金”。 部分家

长认为：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应该进行有关
智力和道德品行教育， 理财教育为时过
早。 孩子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赚钱
是大人的事。

（2）金钱至上，财商就是会花钱。部分
家长拜金主义思想严重，过分夸大金钱在
社会生活和人生前途中的作用。对子女的
教育既没有认真对待，也没有科学的方式
方法，认为子女一旦需要就会自然形成。

3、传统成才观片面化倾向的影响。
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社会，养成正确

的理财观念、 学习系统科学的理财知识、

掌握理财技巧和投资规律对青少年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但由于受传统人才观和成
才观的影响，人们认为只要智商高，能考
上一个名牌大学，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就是
成才，较少关注这些所谓人才工作后因为
理财能力欠缺而导致的尴尬境况。

二、青少年财商教育的对策
青少年财商教育是一个新兴的教育

领域， 加强财商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社会、学校、家庭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做好青少年财商教育需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1、改革教育模式，构建财商教育内容
目标体系。

（1）明确财商教育内容。一是树立正确
的财富观。 培养青少年具有自立、自觉创
造财富的信念，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社
会和他人作贡献，恪守市场规则，帮助青
少年树立诚信的道德操守。 二是树立理财
的观念。 教育青少年养成勤俭节约的习
惯， 以名人的事例来启发青少年的财商，
培养其最初的财富理念。 三是传授相关的
知识。 传授一些与财商有关的基本财务知
识及简要的经济学原理。

（2）确定财商教育目标。 幼儿园阶段：
认识钱的来源和用途。 小学阶段：挣取和
用好零花钱。 初中阶段：学会记账管好钱。
高中阶段：学习投资如何起步。

2、遵循财商教育原则。
（1）系统性原则。对青少年进行的教育

和训练包括观念、知识、技能等多个层次；
对青少年的教育和训练是分阶段的。

（2）主体性原则。 一方面要尊重青少

年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要善于激发青少
年的学习动机， 引导青少年自主学习相关
理论，积极参与投资理财类实践活动。

（3）动态性原则。财商教育的动态性要
求，对个体财商的培养过程要循序渐进、螺
旋上升、前后衔接、协调一致。

（4）开放性原则。财商教育要加强课程
建设，与时俱进，根据青少年发展和社会经
济发展动态，及时地吐故纳新。

（5）实践性原则。实践能力是财商教育
评价的根本标准。 只有受教育者面对经济
生活情境，其观念、知识转化为经济行为，
潜在的财商素质变为显性的财商实践行
为，才能认识和评定其财商素质水平。

3、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培养健
康的理财文化要规范社会大众传媒有关消
费的导向问题，倡导理性消费的社会风气。

4、发挥家庭教育对青少年的科学引导
作用。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首先，家长要
加强自己理财能力的锻炼和提高。其次，家
长要转变传统“小人喻于利” 的传统理财
观， 及时对子女进行理财方面的教育；另
外，更要摒弃那种智商第一、学习第一和前
途即“钱”途等等这些错误观念；最后，帮助
子女树立正确的金钱观、理财观，帮助他们
制定科学的消费计划， 利用适当时机和在
一定范围内鼓励他们进行储蓄、 投资等实
际的理财实践。

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较高的财商， 青少
年时期是学习的最佳阶段， 很容易接受知
识，可塑性也很强。 所以，在青少年时期进
行有关财商的学习最有效果，也最有意义。

青少年学生财商教育的现状与分析
澧县小渡口中学 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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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运动量对女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澧县银谷国际实验学校 胡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