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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更快速度 更高标准 更强实力

家校合作是实现家校社协同育
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整体提升教
育质量的必然之举。尤其是在新冠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做好家校合
作工作不仅有助于打造良好的教育生
态，还有助于建设学习型社会、维护社
会的和谐与稳定。

6 月 1 日至 7 日，黑龙江教师发展
学院在黑龙江省教育厅的支持下，组
织全省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开展了以

“家校共育、抗疫护童”为主题的“家校
共育宣传周”活动，进一步促进家校双
方积极沟通，全方位加强了家校关系
和亲子关系。

调查研究，有的放矢地策划
家校共育活动

开展家校合作活动要与家长需
求、学生当下的成长需要和学校当前
的教育教学任务相辅相成，才能收到
良好的效果。为使宣传周开展的具体
活动更具针对性，我们组织省内部分
地市的教研员和班主任，就防疫期间
的家庭教育情况进行了调研。

调研显示，“约五成中学生家长反
映防疫居家期间亲子沟通不畅”“约五
成中小学生家长对线上教学和居家辅
导孩子学习存在困惑”“家长对提升自
身家庭教育素养和家庭教育水平有迫
切需求”。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组织家
庭教育教研员队伍进行线上研讨，精心
策划活动形式和内容，务求有的放矢。

我们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
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教授作《家
校合作 抗疫护童》主题讲座，各地开
展网络家庭教育讲座、线上家长答疑
活动，普及先进的家校合作理念和家
庭教育知识、方法，为家长答疑解惑。

我们设计了“说一说——我的家
庭教育一招”，集思广益地汇集家长的
实践智慧，总结家教方法；“做一做
——我最喜爱的亲子活动”，疏解防疫

期间家长和学生的压力和紧张情绪，
增强情感关怀；“写一写——我爱我
家”“抗疫让我更爱家”家庭教育征文
和“晒一晒——我们的家训”，抓住疫
情防控的契机对孩子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和家风
格局。

同时鼓励各地开展形式自主、富
有地方特色的家校合作活动。因为事
前的广泛调研和精心设计，宣传周活
动在学校开展得有声有色，很接地气。

沉浸体验，在家校共育活动
中共享共研共成长

小切口、浸入式的“说一说”等 4
个家校合作小活动，简单易行，参与性
和实操性强，使家长、学生和教师沉浸
其中，达到了共同体验、共同学习、共
享共研、共同成长的目的。

“我的家庭教育一招”活动，是让
家长在微信群里交流家教经验、做法
和收获。经过分享、研讨，“陪伴高质
量，夸奖说具体”“偶尔在零食盒里放
一个传递爱的小纸条”等家教经验脱
颖而出。

亲子游戏、亲子读书、亲子劳动、亲
子运动等“我最喜爱的亲子活动”中，孩
子们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朋友般的陪伴，
体会到爱和尊重，身心得到滋养。

活动中涌现出很多劳动小能手。
黑河市实验小学六年级（5）班贾明哲
就是个厨艺高超的小小美食家，展示
的面食和家常菜有型有品。他的家长
写道：“真正爱孩子，就让他多做点儿
家务吧！希望家长们行动起来，让孩
子成为一个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
人！”

齐齐哈尔市组织学校开展“运动
健身嗨起来”线上亲子运动会，跳小
绳、踢毽子、羽毛球、俯卧撑等项目，把
家庭变成热闹的小型运动场；“魅力鹤
城随手拍”亲子摄影活动中，孩子们走

进大自然，培养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
情怀。

晒一晒“我们的家训”，展示家庭
良好的精神风貌、高尚的道德品质，倡
扬家训，注重家庭文化建设，引领孩子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
弘扬优秀中华文化、立德树人、德育为
先的作用。

“我爱我家”“抗疫让我更爱家”征
文活动中，学生、家长踊跃投稿，真情
在笔端流淌。孩子们反思自己学习上
的新收获，抒发对父母陪伴的感受；既
有对此次祖国抗疫行动的自豪，又有
对未来的充分畅想。字里行间满满的
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犹如上了一节
以家国为主题的德育课。

互联网+，构建家校合作信
息化平台

在“互联网+”趋势下，学校和家长
更需要树立家校共育的理念，构建家
校互助的信息化平台。各地学校积极
探索多种形式的网络家校合作渠道，
拓展家校合作载体。

在线家庭教育讲座覆盖面广。边
玉芳教授的直播讲座，在线浏览用户突
破 143 万，收看的用户遍及 18 个国
家。线上家长答疑，推送网络家长学校
的视频、音频微课等形式，受到家长尤
其是农村家长的关注。虽然恰逢农忙
时节，但很多家长利用手机在田间地头
收听收看，反馈的学习心得令人欣慰。

各地利用新媒体深入开展家校沟
通、调研活动成为长效机制。有些学
校组织家长和教师以“家庭教育的感
悟和收获”“家校直通车”“好爸爸宝
典”等为主题进行在线研讨，还让孩子
们谈谈他们眼中的父母。牡丹江市在
幼儿园开展“线上心连心 共架家园
桥”系列活动，及时了解家长育儿困
惑，掌握不同家庭的教育状况。

宣传周活动将关爱儿童身心健

康、营造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居家学习
和生活环境作为重点内容，加强网络
家校合作平台的内容构建，提高家校
合作工作质量。

我们将维护融洽的亲子关系作为
家庭教育指导重点，针对处于关键期
的儿童家庭，推送助力幼小衔接、小升
初、中考和高考等线上家庭教育专题
指导。同时，注重生成生活教育的体
验式内容，从防疫期间丰富多彩的居

家生活生成很多体验式内容。优秀活
动成果通过网络宣传后，又引发研讨
效应，再次生成、深化活动内容。

宣传周活动形成了家长交流经验
常态化、家庭亲子活动常态化、注重
家庭文化建设等做法，可借鉴、可复
制，探索了网络家校合作活动模式，
形成了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的家校
合作共育新局面。

（作者单位：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

黑龙江省开展“家校共育 抗疫护童”宣传周活动

疫情防控常态化 家校合作更深化
田丽 吕子燕

常常有父母诉苦说，让孩子学习的
时候，他要么不理不睬、无动于衷，要
么直接反对、大吵大闹，或者貌似听从
实则消极应对。每当这时，父母头脑要
先冷静下来，从三个侧面看清这个问题
的本质，寻找解决问题的合适策略。

一要看当时孩子正处于什么情况。
如果孩子正玩得特别开心，突然被要求
坐下来学习，怎么会愿意？换位思考一
下，如果大人玩性正浓时被领导叫去加
班，也难免情绪满满甚至怨恨连连，何
况自控力不强的孩子。

二要看学习任务是否明确。有些父
母对孩子的学习并没有完整的规划，常
常担心“孩子沉迷玩乐而影响学习进而
影响未来”，正是这种焦虑使得父母非
得看着孩子停下娱乐回到书桌旁心里才
踏实，于是要么胡乱安排学习任务，要
么含含糊糊地要求孩子再巩固巩固。学
习任务随意下达，孩子往往无所适从，
心存抱怨。

三要看要求孩子学习时父母在做什
么。如果孩子被逼拿起书本，父母却在
看电视、打游戏，即使讲一些“你正是
学习的年龄，就该好好学习”之类的道
理，孩子听不懂、弄不明白、更不愿意
听。他们只知道自己在“受苦”，而父
母在“享福”，一次次心生不满，越来
越抗拒叛逆。

最近，我带孩子开始诵读唐诗，一
是做到学习任务明确，说好每天先复习
会的，再学习一首新的，我和孩子用你
一句我一句的方式温故知新，孩子积极
性很高；二是学习时间明确，每天晚上
刷完牙，我们就躺在床上开始读诗、背
诗；三是我与孩子“同甘共苦”，让孩
子毫无被逼迫的感觉。学习本不难，难
的是父母坚持不懈地率先垂范。用陪伴
代替说教，既能拉近亲子关系，也会让
孩子品尝到学习的乐趣。

（作者单位：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孩子爱学习
父母须“三看”

鞠锋

微言

史若诗 （深圳市布心小学五年级） 绘

底蕴深厚 勇攀高峰

福建师范大学肇始于 1907 年陈宝
琛先生创办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
是一所历史悠久、声誉斐然的百年省
属高等学府。学校于 2012 年被确定为
省部共建高校，2014 年被确定为福建
省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2018 年被
确定为福建省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作为福建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
体育科学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底蕴深
厚，见证、推动了福建省体育教育事
业的健康发展——

体育科学学院前身可追溯到 1941
年在永安县设立的福建省立师范专科
学校“体育与童子军科”；

1949 年 8 月，福建省立师范专科
学校将“体育与童子军科”更名为

“体育卫生学系”；
1953 年 9 月，福建省立师范学院、

福州大学（1951 年福建协和大学和华
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后定名为福州大
学）、福建研究院等合并成立福建师范
学院，保持设立“体育卫生学系”；

1957 年，“体育卫生学系”更名
为“体育系”；

1972 年，福建师范学院复办并更
名为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系”建制同
时恢复；

2001 年 6 月，福建师范大学体育
系和大学体育教研部合并，更名为体
育科学学院并沿用至今。

在 79 载办学历程中，福建师范大
学体育学科发展成绩喜人——

1985 年，开展体育理论、体育教学
理论与方法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工作；

1985 年，开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体育助教进修班，后来发展为硕士研
究生主要课程进修班；

1991 年，由陶德悦教授、林金生
教 授 指 导 的 5 名 硕 士 研 究 生 先 后 毕
业，并在北京体育学院顺利通过硕士
学位论文答辩，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

1996 年，获批体育教学理论与方
法 （后更名为“体育教育训练学”）
专业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2000 年，获批体育教育训练学二
级学科博士点，成为当时全国 4 个体
育教育训练学博士点之一；

2003 年，获批与首都体育学院联
合培养博士生；

2005 年，获批体育硕士专业学位
试点单位；

2006 年，获得体育学一级学科硕
士学位授予权；

2008 年，获准建立体育学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

2011 年，获得体育学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予权；

2012 年，招收运动人体科学方向
博士生；

2019 年，招收体育人文社会学方
向博士生；

2020 年，通过体育学一级学科博
士点合格评估；

⋯⋯
从探索联合培养硕士到独立获批

硕士点、博士点，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
学学院一步一个脚印，切实做到厚积薄
发、勇攀高峰，学科建设越来越强！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不仅
建立了博士、硕士和学士教育的完整
人才培养体系，而且还是国家体育与
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体育学本科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国家级别实
验 区 、 省 级 研 究 生 教 育 创 新 基 地 。
2019 年，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进入国家
级别“一流本科专业”，并获批中外合
作办学项目，与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
联合培养体育教育本科生，在跨国办
学上取得新突破。

科研引领 硕果累累

“高等教育是中国教育的战略制高
点，教师是制高点的制高点。”长期以
来，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高度
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将其作为学科发
展的基础工程和先行工程，千方百计
地为教师教科研工作“搬凳子”“搭梯
子”，并先后涌现出危转安、陶德悦、
黄汉升等一大批杰出体育教育工作者。

体育学学科带头人黄汉升教授是
我国体育学领域著名学者，曾任福建
师范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兼任学位
委员会体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
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等。所主
持的科研成果“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
学探索”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在体育学术界产
生重要影响；所主持的教学成果“全
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
改革、创新与实践”获国家级别教学
成果一等奖，产生良好的辐射、示范
效应。黄汉升教授还牵头制定了 《高
等学校体育学类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
国家标准》，组织编写了 《体育学一级
学科简介》 和 《体育学博士硕士学位
基本要求》，并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下
发至全国各高校施行。

在学科带头人黄汉升教授的传帮
带下，一批批青年骨干教师更快速地
成长，一个个教科研团队具有更强实
力。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带头人是
方千华教授，入选国家级别人才计划
和省高校领军人才，该学科组建了体
育学基本理论、闽台体育文化、残疾
人体育理论等教学科研团队；运动人
体科学学科带头人范毅方教授为省级

“百千万工程人选”，该学科组建了运

动康复工程、运动与健康促进、运动
心理学等教学科研团队。目前，体育
学学科团队有教授 21 人、副教授 38
人，博士生导师 15 人、硕士生导师 28
人，国际级裁判 5 人、国家级别裁判
19 人。其中国家级别“百千万人才工
程人选”1 人、“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2 人、“国培计划”首席专家 2 人、
霍英东教育基金“高等院校青年教师
奖”2 人、“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2 人、

“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1 人、
“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3 人、
“闽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5 人。

学院 1 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1 人获得“全国优秀教师”、1 人
获得“全国师德先进个人”、1 人获得

“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2 人获
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4 人获得

“ 福 建 省 五 四 青 年 奖 章 ”、 2 人 获 得
“福建省学校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2019 年，学院被评为全省党建
工作标杆学院并被推荐为全国候选单
位，其中 3 个支部被评为全省党建工
作样板支部。

科学研究是学院发展的基础，学
院大力推进科研创新，勇攀科学高
峰。学院是学位委员会体育学学科评
议组秘书处单位，拥有国家体育部门

“运动机能评定”重点实验室、体育文
化中心重点研究基地，省高校“体育
人文社会学”重点研究基地，省残疾
人体育研究中心，省学生体质健康研
究中心，省校园足球研究中心等部省
级科研平台 10 个。先后获部省级以上
科研成果奖 38 项，其中获高等学校科
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
奖 1 项 （系全国体育学领域首个）、二
等奖 3 项；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
等 奖 6 项 、 二 等 奖 5 项 、 三 等 奖 22
项。近 5 年来，学院承担各类省部级
以上课题 60 多项，其他各类课题 130
多项，其中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
项目和重点项目 4 项、国家级别重点
课题 8 项。学院牵头完成了多部全国
体育学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质量标
准，并围绕福建区域体育教育、体育
产业、校园足球、大众健康等深入实
践，聚焦重大现实问题，积极开展产

学研用合作，打造区域与学科特色的
新型智库。

在着力培养大师的同时，学院体
育教学科研硬件设施也越来越“硬”，
处于全国同类高校的先进水平。2015
年，福建省将原福州地区大学新区占
地 445 亩的运动场馆划归福建师范大
学管理，进而设立“福建师大体育中
心”。目前，学校有 3 座综合体育馆、
6 个标准田径场、5 个标准游泳池及近
百片篮球场、排球场、足球场、网球
场，1.8 万平方米国家体育艺术基地楼
与体育训练房等；设有 2200 平方米、
仪器设备总值达 1200 多万元的国家体
育部门“运动机能评定”重点实验
室，1 万平方米体育科学学院各学科
教研室，满足了师生体育教学、科
研、训练、竞赛和体育活动的需求。

乐育英才 新锐辈出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
务，人才培养水平是衡量高校办学水
平的根本标准。”学院坚持立德树人，
将人才培养作为中心工作，不断深化
体育教学改革，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先后获国家级别教学成果一、二
等奖 3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4
项。2 部教材入选国家级别重点规划
建设教材，主编 《体育科学研究方
法》《排球》《体操》《游泳》 和 《足
球》 等 5 部全国体育学类本科教材。
先后获批国家级别特色专业建设点

（体育学）、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体育教育） 及国家级别教学团队 （排
球） 各 1 个，国家级别和省级精品课
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精品视频公
开课、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10 门次。学
生在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等国家级别
赛事中获一、二等奖 5 次，入选全国
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篇、提名奖 2
篇、省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6 篇。

福建师范大学还是具有招收高水
平运动员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曾有
乒乓球世界冠军郭跃华，技巧世界冠
军陈宝煌、宋敏、林美、曹奋苏，羽
毛球世界冠军栾劲，举重世界冠军林

祥魁、林清峰、吴景彪、邓薇、李发
彬，排球奥运冠军徐云丽，世界大运
会单杠冠军陈学章，以及国内运动健
将——许国荣 （排球）、戴慧莉 （击
剑）、刘咏诗 （击剑）、乐慧林 （击
剑）、陈冰冰 （击剑）、施嘉洛 （击
剑）、杨礼光 （跳水）、李小红 （田
径） 等先后在体育科学学院学习深造。

近年来，学院在运动竞赛方面也
取得优异成绩。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
上，运动训练专业徐云丽同学助力中
国女排获得金牌；运动训练专业邓薇
同学获得 63 公斤级女子举重冠军，并
打破奥运会和世界纪录。在 2017 年全
国第十三届运动会上，学院学生戴慧
莉、刘咏诗、乐慧林、陈冰冰代表福建女
子花剑队勇夺团体金牌，李发彬勇夺
男子举重 56 公斤级金牌，沈沐含荣获
田径女子七项全能银牌。学院 2017 级
研究生邓薇同学在 2019 年举重世界杯
赛暨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女子 64 公斤级
的比赛中，以抓举 113 公斤、挺举 141
公斤、总成绩 254 公斤刷新 3 项世界纪
录，斩获 3 枚金牌。

此外，学院林声同学获亚洲击剑
锦标赛女子重剑团体冠军，施嘉洛同
学获亚运会男子花剑团体银牌；韩呈
凯同学获 2019 年“苏迪曼杯”世界羽
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冠军⋯⋯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是国
家体育与艺术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国家
级别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
新实验区。学院一切工作围绕培养高
素质体育人才展开，已向社会培养输送
近万名体育人才和大中小学体育教
师。据统计，全省 90%的体育特级教师
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学院连续 8 年承担福建普通高校
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测试工
作，被省教育考试院授予“福建省体
育教育考试基地”。学院还承担“国培
计划”中小学体育教师、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骨干教师等培训任务，承办
过多期福建省中小学体育学科带头人
培养对象的培训班，在我国基础教育
体育师资培养与培训等方面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陈振祯）

早在2000年，福建师范大学
就成功获批体育教育训练学二级学
科博士点，是当时全国4个体育教
育训练学博士点之一。此后，学校
体育学学科建设如火如荼，相继获
准建立体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获批体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
权。

在2017年的全国高校第四轮
学科评估中，福建师范大学体育学
学科评为A档，进入全国该学科前
10%，并入选福建省高校高峰学科
建设行列。这标志着学校体育学学
科发展具有重要引领和示范意义。

近年来，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
学学院弘扬传统优势，砥砺前行，
以更快速度、更高标准、更强实力
的发展定位，切实加强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扎实推进创建一流学
科，并取得了诸多标志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