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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我见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
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饮浪费现象，
触目惊心，令人痛心！要坚决制止餐饮浪费
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

食为政首，粮安天下。党的十八大以
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教育
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开展“光盘行动”，弘扬节俭美德，铺张浪
费现象有所改观。然而，部分青少年学生中
不珍惜食物、缺乏节俭意识的现象仍然比较
突出，饭吃一半后不愿吃全倒掉，一个大苹
果咬了一两口就扔了，网购了一大堆食物，
不合口味全倒进垃圾桶⋯⋯种种浪费现象，
令人扼腕！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教育引导青少年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
惯，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节约教育的主阵
地，必须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
学校应提高认识，把对青少年进行节约教育
与建设节约型社会、建设节约型学校结合起
来，把节约教育有机地渗透到学科教学中。
如在政治、地理等学科教学中，让学生学习
了解我国和世界耕地资源、粮食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性等内容。同时，学校还应该
引导学生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观念，
对在节约实践中有积极表现的学生予以多形
式的表扬，将勤俭节约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日
常学习生活中。

青少年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形成的关键时期，是节约意识形成、节约习
惯养成的重要时期，必须抓住这个关键时
期，把节约教育与“三观”教育紧密结合起
来，使青少年学生具备对人口、耕地、粮食
安全的认识能力、判断能力，逐渐养成良好
的节约行为。培养节约行为是一个认知与实
践合一的过程。学校应从青少年生活和身边
环境出发，开展以倡导节约为主题的社会实
践活动，通过亲身体验和参与，变“要我做”
为“我要做”，把“节约归己”的传统观念上升
到“节约是社会责任”的观念高度，进一步认
识“节约为自己”“节约为社会”和“节约为持
续发展”的互相关联，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并最终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青少年节约习惯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广泛调动政府、媒介、企业、社区
等各种力量，学校要与社会、家庭联动，形
成合力，营造全民节约的社会氛围。新闻出
版、广播电视等部门和社会团体应广泛宣传
节约先进典型，曝光浪费行为，倡导节俭文
明的生活方式，形成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
良好社会风尚，不断提高公众的节约意识，
让人人都成为节约粮食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要发挥家庭的教育引导功能，父母在家庭生
活中，要从节约一粒米、一滴油做起，不浪
费食物，以身作则，厉行节约，使孩子们从
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要把节俭教育与劳动教育结合起来，开
设“家庭劳动教育”课，引导家长抓住衣食
住行等日常生活中的劳动实践机会，让青少
年随时随地、坚持不懈地自觉参与劳动，掌
握洗衣做饭等必要的家务劳动技能；设置

“社会实践劳动”课，组织青少年利用节假
日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让学生与普通
劳动者一起到田间地头干活儿，实地体验，
让青少年感受粮食生产的艰辛，体会农民伯
伯种植粮食的辛苦。学校要联合工会、共青
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以及各类公益基金会、
社会福利组织，组织青少年深入城乡社区、
福利院和公共场所等，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或公益劳动，让青少年在出力流汗的实
践中深化节俭意识、固化节俭习惯。

（作者单位：中共济南市章丘区委党校）

开展勤俭节约教育
需多管齐下

董传祥

翻开人类教育发展史，关于教师
的定位及其内涵的思考从来就没有
停止过。许多在社会上有一定知名
度并且得到同行广泛认可的教师之
所以被称为名师，不仅因为他们具有
渊博的知识储备、丰富的实践经验、
完美的教学艺术，更重要的是他们对
教书育人的深刻理解以及独特的育
人方式。他们不但传授知识和技能，
还为不同潜质学生的成长打开一扇
光明之窗。

我认为，体育教学同样需要讲求
教学艺术，注重育人。体育教学应该
秉承博雅教育的理念，所谓博雅教
育，其核心理念是让学生在掌握广博
的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同时，要培养学
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在
走进社会之后能够应对各种挑战。
将博雅教育理念融于学校的体育教
学之中，是我自己能够取得一些成绩
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将博雅教育的理念融入体
育教学呢？

不断学习中外教育家
的思想和理论

要用博雅教育的理念指导体育
教学实践，努力成为一名博雅教
师，就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客
观地讲，多数体育教师的学生时代
是在运动场上度过的。专业知识不
足是影响体育教师尤其是青年体育
教师成长与进步的主要障碍。搞好
学校体育工作，不但要有实现自身
价值的强烈愿望和内在追求，还必
须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指导，不
断把实践经验升华为教育教学理论。

为了弥补教育教学理论方面的
不足，可以先从阅读专业书籍、教学
参考资料和报刊开始，不断丰富自己
的专业知识。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
还应学习中外教育名家的理论专著，
既要了解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皮
亚杰、布鲁纳、布卢姆等世界著名教
育家的教育理论，还要研究魏书生、
李镇西、李吉林、邱学华等中国教育
改革开拓者的教育思想，用他们深刻
而敏锐的教育思想引发自己对体育
教学的深入思考。

学习需要认真、勤奋，需要持之
以恒。苏霍姆林斯基曾说，一个教师
在工作中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如果
没有学习的快乐、探索的收获，必然
导致学识的贫乏、心胸的狭窄。任何
一种职业，只有深深地爱着它并能从
中感受到快乐，才能激发出热情、活
力和创造性，才能及时有效地排解工

作中的诸多压力。

努力增强体育教学的
感染力和吸引力

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在谈及
教师的价值时曾指出，一个好教
师，会对学生有一种精神上的辐
射。对于世界观尚未形成的中学生
而言，他们生而具有智慧、道德和
信仰的种子，体育教学的任务之一
就是催生这些种子发芽和茁壮生长。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要上好启
迪学生心灵的“体育起始课”。运用
新颖、别致、恰当、精彩、寓意深
刻的起始课教学，展现体育之美和
教师的魅力，使学生明确体育教学
的目的和意义，克服“重智轻体”
的观念，知晓教学计划，落实课堂
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要调动学生
体育学习的主体意识，为后续的教
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要 把 励 志 教 育 贯 穿 教 学 全 过
程，谈古论今，面向未来，激发并
点燃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强健体
魄、完善自我的热情和报效祖国的
雄心壮志，全身心地投入到体育学
习、群体活动、运动训练和体育竞
赛之中。

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让体

育课堂散发出时代气息。针对身体
和心理发育都处于活跃期的青少
年，体育课程设计要新颖，在场地
布局、教材教法、器材使用等方面
给学生新鲜感。明确的教学目标、
富于时代感的教学设计、合理的内
容搭配、严谨的教学组织、有效的
练习方法会使学生有耳目一新的感
觉。

体育教学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个人魅
力。一个有魅力的教师，要努力锤
炼自己的语言艺术，把语言学家的
准确、数学家的严密、哲学家的深
邃、演说家的雄辩、艺术家的情感
集于一身。这样的教师，讲起课来
才能内容丰富、思路清晰、论证严
谨、风趣幽默，给学生留下深刻的
印象。

体 育 也 是 一 门 科 学 、 一 种 文
化。每一项运动都有其产生的背景
和文化渊源，都有其知识和技能形
成的来龙去脉。在体育教学中，要
用科学和文化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
深层次的爱。通过讲授知识和技能
的起源、演变与发展，使学生想
学；讲授知识和技能形成的缘由、
分析其中的实质、说明掌握技能的
方法，使学生乐学；讲授技能的原
理、学习策略，发挥现代教学的技

术优势，使学生能学、会学。

在教学实践中提高专
业能力

对于从事一线体育教学的教师
来说，专业能力的进步是一个渐进的
过程，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
累。一个成功的一线体育教师，其根
基在课堂。课堂教学是我们的价值
所在，也是我们成长的土壤。只有坚
守课堂教学的主阵地，苦练教学基本
功，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教学是一门崇高的艺术，平凡而
又圣洁。上体育课并没有固定的模
式。上什么、怎么上，采用什么组织
形式和教法手段、达成什么教学目
标，如何使体育教学呈现出多样性、
艺术性和感染力，都需要通过实践不
断探索，不断总结和完善。一根小跳
绳，能够演绎成为一堂丰富多彩、妙
趣横生，充分体现新课程自主、合作、
探究教育教学理念的高质量探究
课。一节手持木棒的体育课，不仅可
以完成各种定位、拉伸及柔韧性练
习，还可以演绎成抒发理想和情怀的
接龙数字游戏。

课堂教学是学校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教师就要上好课。课堂是
教师安身立命之所，也是教师展示风

采之地。在日常教学中，应始终坚持
在备课上下功夫，对于体育教师而
言，备课也是同样重要的。备课要达
到“懂、透、化”的程度，其中“化”最为
重要，要将课程教材的内容化为己
有，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只有
严肃认真，精益求精，认真钻研，才能
把难懂的问题讲得通俗易懂，把容易
混淆的问题讲得脉络清晰，把枯燥的
问题讲得引人入胜。

善于将实践经验和研
究结果上升为理论

长期的一线体育教学经历告诉
我们，阅读滋养底气，思考带来灵
感，实践积累经验，研究产生理
论。要想成为一名博雅教师，就必
须养成肯学习、善思考、勤写作、
会科研的良好素质。

写作过程是对教育教学工作的
再思考，是一种探索，更是一种理
性升华，撰写文章的过程就是积累
和总结经验的过程，也是一种深化
认知、加深对本专业理解的“业务
进修”过程。

一线体育教师的科研应当以教
学实践经验为依托，致力于学校体育
传统经验的挖掘整理。在当前基础
教育综合改革的新形势下，要坚持从
身边教研、有效教研和真实教研做
起，把重点放在课程、教材和教法的
研究上。通过深入解析以及在实践
层面上的创新设计，不断丰富课程资
源和教法手段，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使科研成为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向往
地”、体育名师成长的“孵化地”、教学
创新的“激发地”、教学难题的“攻坚
地”、教育思想的“交流地”。

通过群体活动弘扬学
校文化

博雅教育不仅要靠有序、系统的
课堂教学来实现，还要通过无序的非
课程环节来渗透和培养，后者往往更
容易触发思想、智慧和德育的火花，
形成一些新的教育契机。学校和体
育教师应积极创造条件，请体育界的
明星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分享运动乐
趣，传递奋进的精神，播撒拼搏的种
子。学校的体育活动要尽可能面向
全体学生，除了常规的春秋季田径运
动会、冬季长跑锻炼之外，还应在不
同季节组织小型多样的体育竞赛活
动。各种体育活动是弘扬学校文化
的载体，体育教师在这方面肩负光荣
使命。

努力探索，不断创新，做一名博
雅型体育教师，既是新形势下学校体
育工作的客观要求，也是体育教师专
业化发展的动力之源。

融博雅教育理念于体育教学中
丁玉山

名师 思录录反反

六年级上册

六年级上册的统编语文教材集
中收录了两组格言。其中，第二单
元的“日积月累”收录了四条名
言：出自诸葛亮 《后出师表》 的名
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表达了
为国家奋斗终生的决心；出自曹植

《白马篇》 的名句“捐躯赴国难，视
死忽如归”，意为挺身而出，救国家
于危难之中，死了就像回家一样坦
然；出自 《宋史·李纲传》 的宋末
将领李纲之口的名言“祖宗疆土，
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意为
祖先留给我们的土地，应当拼死捍
卫，不能让人分毫，表达了誓死与
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出
自宋代诗人陆游晚年诗作 《病起书
怀》 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抒
发了诗人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
现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永不磨灭的
意志。这一组格言，与这个单元几
篇课文反映的主题是高度契合的。

六年级下册

六年级下册收录的格言隽语也
比较多。第二单元收录了五条熟
语，“读书需用意，一字值千金”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听君
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路遥知马
力，日久见人心”和“近水知鱼
性，近山识鸟音”，都是人们学习、
生活和工作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古
代劳动人民的人生智慧，值得我们
细细品味。第一条是说知识是无价
之宝，书本中凝聚了作者的心血，
所以读书务必认真。第二条是说，
总有人比我们对新事物更敏感，总
有人比我们行动更早，所以不要轻
易满足于现状。第三条是说，我们
身边有许多人经验丰富、博学多
才，倾听他们的教诲，往往获益匪
浅，比单纯读书要收获更多。第四
条是说，世事复杂，就像只有长途
跋涉才能检验一匹马的耐力一样，
只有经过漫长岁月的考验或长期的
共事，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的品
质。最后一条是说，靠近水边的人
更熟悉鱼的习性，靠近山林的人更
了解鸟的叫声，比喻实践出真知，
经历也是一种文化。

六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头用了
文天祥的一句诗“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揭示单元主
题，在单元的“语句段运用”里，
又以思考练习题的形式，要求学生
联系学过的古诗，说说三句诗中所
描写的哪些事物被赋予了人的品格

和志向。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出自郑板桥的 《竹石》 诗，
写的是竹子坚韧不拔的神韵；“不要
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出
自王冕的 《墨梅》 诗，写出了梅花
的清高孤傲之气；“荷尽已无擎雨
盖，菊残犹有傲霜枝”出自苏轼的

《赠刘景文》 一诗，通过对比突出了
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

这个单元的“日积月累”还收
录了五条谚语，多见于 《增广贤
文》《名贤集》 等古代格言集。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
成荫”，又作“有意栽花花不发，无
心插柳柳成荫”。本来是人们关于农
事的感悟：杨柳枝条比较容易扦插
成活，而花卉培植却不那么容易成
功，后比喻存心想求得的未必能得
到，不经意的事却有可能取得意外
的收获。“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
耳利于行”，意思是良药往往苦口，
但能治病救人；忠言即便逆耳，却
益于行为矫正。“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在”，又作“树欲静而
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古代
谚语，最早见于 《孔子家语》 和

《韩诗外传》 等典籍。意思是“树想
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
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有劝人及

时行孝之意。而“树欲静而风不
止”也单独用来比喻某些 （不好
的） 事并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而停止发生。“常将有日思无日，莫
把无时当有时”，意思是日子好过了
要常想想以前贫困的时候，生活困
顿时不要像以前富裕时那样铺张浪
费。又作“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
无时思有时”，意思是在过富有的生
活时要想到以后可能会过贫穷的日
子，不要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再来
回想以前的美好生活；在物资丰富
时要考虑到物资匮乏的日子，不要
到了贫穷时才后悔。“书到用时方恨
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意思是到实
际使用时才懊悔书读得太少，没有
亲身经历过不知事情的艰难，这既
是无奈的感叹，也有劝人及时勉
励、躬身实践之意。

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主题是
科学创造，语文园地的“日积月
累”呼应单元主题，收录了四条格
言。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出
自 《周易·系辞下》，意思是穷极则
变化，变化则通达，通达则持久。
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先贤对事物发展
规律的这样一种认知：万事万物发
展到一定阶段，总会遇到困境，原
先曾经有利的条件也会成为进一步

发展的障碍；这时要主动调整、主
动变化，在调整和变化中寻求新的
发展路径，通过不断的动态调整，
保证事业能够稳定持续地发展。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出
自中国儒家经典 《礼记·大学》，原
是引用自商汤刻在自己澡盆上的一
句座右铭，意思是“如果能够一天
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
新”，体现了一种自我反省和不断革
新的进取精神。

“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出自
《荀子·劝学》 篇，本作“青，取之
于蓝而青于蓝”，原意是指靛青染料
是从蓝草中提炼出来的，但颜色比
蓝草更深；后浓缩为四字成语“青
出于蓝”，比喻学生在老师的教导培
育下成长，最终可能比老师更加优
秀。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
事，不必徇旧”出自 《淮南子》 一
书，就是说只要对人民有好处，就
不必一定要效法古人的制度；只要
有助于事情的成功，就不必沿袭旧
有的规矩。

这几条格言从不同侧面说明创
新对民族振兴、文明发展的重要意
义。

（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
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

做坚守志向又善于反思的人
——统编语文教材中的格言隽语剖析（6）

夏德元

丁玉山 北京一零一中学体育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曾获中宣部、教育
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等十部门授予的第二届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银杏奖“特别贡献奖”及北京市优秀教师、北
京市普教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兼任北京市中小学体育运动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教育学会体
育研究会理事、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田径分会科研委员会主任等社会职务。

今年秋季开学后，山东省安丘市大汶河
旅游开发区大华小学启动“大华少年心向
党”爱国教育活动，通过开展讲好中国抗疫
故事、观看爱国影片、创作科技作品、开展
国防教育等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推向深
入。图为党员教师李振华指导学生创作科技
作品。

张涛 摄

“大华少年心向党”爱国教育

读统编语文 品传统文化

丁玉山在教学交流活动中做动作示范。（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