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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跳绳、踩高跷、冰冻人游戏⋯⋯
这是江苏省常州市荆川小学的体育冬
日特色课程，也是该校学生寒假体育
家庭作业的选择项目之一。孩子们对
这些由学校体育教师为他们“量身定
制”的寒假作业颇感兴趣，他们每周
完成 3—4 次，每次 30—40 分钟，并
将视频上传至区里的教育公共平台，
由老师们查收并反馈。“‘体育冬日课
程’旨在让孩子们接受大自然气候环
境的挑战，在冬日的怀抱中运动、游
戏、拼搏。”该市钟楼区教师发展中心
体育教研员张逸说，“冬日里积蓄的满
满能量，一定会让他们在春天蓬勃生
长。”

荆川小学体育冬日特色课程是常
州体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实例。自 2017
年开始，该市大胆创新体育课，倡导
深化学校体育课改“六个一”行动，
要求每一所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
课，同时根据自身办学条件及校本资
源创造适合学校的体育课程，使体育
课程成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私人
定制”。

加强顶层设计，为体育课
改“破题”

何为“私人定制”？常州市教育局
体卫艺处处长陆绯岱告诉记者，这其
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区域内各校根
据自身教育文化和学生需求，打通体
育课、大课间、课外活动等，打造适
合本校的课程；二是以学生需要和发
展为本，丰富课程内容、优化教学方
式、创新体育社团，帮助每一名学生
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育学习内容，进而
激发其学习兴趣，积极参与体育锻炼。

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实行
低年级教师“走班”制度，学生在两
年内即可体验包括羽毛球、足球、轮
滑在内的 12 个运动项目，在此基础
上，中高年级学生开始自主走班，根
据前两年的切身体验选择合适的项目

“进修”。每个“进修”项目持续一学
期，根据学生能力再细分为“基础
班”和“提高班”两类，每次都有两
名教师同时上课。“这 12 个项目也并
非固定不变，”副校长徐叶说，“我们
每学年初都会开展问卷调查，确保开
设项目都是学生真正喜爱的。”

在常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常仁飞看
来，“私人定制”启动正是该市体育课
程改革长期探索的必然之举。早在
2007 年，该市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了

“阳光体育运动校本化实施”的概念和
实施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本土行动”为导向，以“特
色发展”为重点，实现阳光体育运动
的升级蜕变。进入新时期，如何在立
足本土、校本的基础上，不断丰富体
育课程内涵，提高课程实施水平，更
好服务学生健康成长，成为该市体育
教学改革孜孜以求的目标。

“前些年有很多学校的体育课程搞
得风生水起，但由于缺乏一个高位的
顶层设计，感觉遇到了瓶颈。”常仁飞
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该市于
2017 年启动了体育课程改革实验工
作，分两批遴选了不同学段共 30 所实
验学校，并将钟楼区作为区域实验对
象整体纳入进来。

针对实验学校，常州市教育局提
出了学校体育“六个一”的改革发展
目标，即在每一所学校建设适合的学
校体育课程；每一所学校每天开设一

节体育课；要求每一所学校至少创建
一个体育特色项目；每一个年级至少
成立两到三个体育社团或俱乐部；在
每一个班级至少开展一项经常性体育
活动；每一个学生从小学开始至少掌
握一到两项体育技能，使之成为自己
终身喜爱并坚持锻炼的运动项目。

“六个一”工程的提出，为各校体
育教改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也极
大地激发了学校参与其中的热情。截
至目前，常州已有 96 所中小学参与到

“六个一”工程中，有效提升了学生的
身体素质，2019 年，该市中小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合格率达95.7%。

以“适合”为核心，探索个
性化培养方式

走进常州市初级实验中学校园，
处处可以感受到学校体育文化的浸
润。无论是放置在校园里的大型展
板、挂在宣传橱窗中的彩色图片，还
是贴在运动场周围墙壁上的海报，都
有各种体育项目的活动介绍。连路边
的窨井盖，也被涂成了篮球、排球模
样，该校研发的“3+2+2+X”体育课
程体系受到了学生家长的一致“点
赞”。“这个课程体系包括每周 3 节基
础型体育课程、2 节拓展型选修课、2
项活动型课程和各色体育社团，”该校
艺体改革中心主任袁建东说，“拓展型
选修课有 13 个项目，涉及拳击、柔
道、瑜伽、啦啦操、踩高跷等，孩子
们高兴得不得了，说体育课上得无比
畅快！”

常 州 市 体 育 课 改 的 核 心 目 标 是
“创造适合学校的体育课程”，遵循这
一目标，每所学校都在依托本校办学
传统和特色资源的基础上，探索更为
个性化的培养方式。历经 3 年多的探
索，该市渐渐形成了各美其美、百花
齐放的发展局面。

常州市龙城小学打破学科壁垒，
以“体育+体育选修课”“体育+其他
学科”“体育+综合活动”“体育+校外
体育”的形式，带动家长、社区一起
参与到孩子们的体育活动中来。记者
采访时正值学校举办“校外体育大联
盟”第二届校园网球小明星挑战赛，
孩子们在赛场上玩得不亦乐乎。“校内

体育无法完全满足学生需要，所以我
们特别建立‘1+X+X’校外体育联盟
模式。”副校长张勇卫告诉记者，该模
式以球类项目的选修班为基本单位，
由一名家长志愿者担任主任，联合多
名家长指导员和学生部长共同带领学
生自主开展体育活动。

荆川小学在开设 17 门体育项目选
修课的基础上，重点打造篮球、足球和
阳湖拳，同时，针对小学生身心特点，
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辅助作用。学校
把每周一至周五早晨的 7:30 至 8:00
定为“亲子运动时间”，倡导爸爸妈妈
和孩子一起晨练。足球、篮球、排
球、跳绳、趣味投掷⋯⋯在父母的陪
伴下，孩子们学得快乐，玩得尽兴，
在蹦蹦跳跳中开启了一天的好时光。

在精心设置课程的基础上，该市
每所实验学校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
育活动。有的学校针对重点打造的体
育项目开展体育文化节，如常州二实
小、龙城小学的足球节和荆川小学的
武术文化节；有的学校开展体育研学
和文化体验活动，带领学生参观专业
体育俱乐部、观摩体育比赛、举办足
球之夜营；有的学校尝试着将体育与
其他学科融合，开展“一带一路运动
会，一班一国看世界”系列活动；有
的学校则结合不同的时间节点鼓励学
生进行自我展示，如体育达人秀、成
长时光轴运动挑战等。

上下一心，深化教体融合
促进学校发展

所 谓 万 事 开 头 难 ， 别 看 “ 六 个
一”项目如今开展得轰轰烈烈，陆绯岱
坦言，在刚起步的时候，各种困难和质
疑纷至沓来，一度让他们颇为头疼。“问
题来自三个方面，师资、场地以及课时
安排。好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以新北区河海实小为例，同时开
设 12 门体育选修课，师资缺乏成大问
题。学校管理者们思虑再三，决定通
过兼职教师“专职化”和外聘培训机
构教师两个途径来解决。“校内教师擅
长某个体育项目的，可以担任该项目
的授课老师，并通过培训等途径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能力。”徐叶说，“目前

全校专职体育教师 13 名，兼职体育教
师6名，外聘教师8名，基本满足了需
求。”

龙城小学是一所民办学校，如何
调整课时，在不打乱原有教学秩序的
前提下，确保学生有充分的运动时
间，也让学校花费不少心思。“我们一
般是两节体育课连上，再把一些零碎
的时间，如大课间、中午户外活动时
间等充分利用起来，化零为整，保证
孩子每天在校运动时间不少于 110 分
钟。”张勇卫说。

荆川小学位于中心城区，体育用
地缺乏成为实施体育课改的最大瓶
颈。学校几经周折，与区建设局、街
道等单位达成共识，将学校西边 6000
平方米的空地改建为开放式的体育公
园，公园里两个新增的笼式足球场成
为孩子们的乐园。

得益于这种上下一心的努力，“六
个一”工程顺利推进，并辐射至越来
越多的学校。而对于最初的参与者来
说，推进过程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
都让他们感到惊喜。“最明显的就是孩
子们体质增强了，每年的国家学生体
质达标测试，我们各个项目的优秀率
都在 18%至 20%之间，而国家标准只
有10%。”许叶说。张勇卫则发现，自
己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一不小心”
就成了初中学校排球队或者足球队的
主力选手，“孩子们自信心得到提升，
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这种对体育的热情也带动了教体
融合的持续深化。在常州市体育局的
大力支持下，该市将篮球、足球等项
目与体育特色校创建相结合，一批名
校办名队项目脱颖而出。截至目前，
全市已创建 77 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19 所首批全国校园篮球特色学
校、26 所省级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并
培育 100 所市级体育特色项目学校，
建有学生体育俱乐部或体育社团的学
校超过 90%。一大批体育系统退役的
运动员和专业教练也走进了校园，为
常州体育课改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

常州市教育局局长杭永宝告诉记
者，该市将继续推进“六个一”工程建
设，在未来 3 年内再新建两至三个实验
区，“让更多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健康成长。”

体育课程“私人定制”的常州模式
本报记者 潘玉娇 李小伟 通讯员 曹奕

校门口矗立着冬奥会倒计时牌，
校园西侧设置了 50 米长的学生冬奥活
动照片展示墙，每间教室后面都绘有
冬奥主题板报⋯⋯走进北京市石景山
区电厂路小学，随处都能感受到浓浓
的冬奥气息。

2018 年 1 月，教育部、国家体育
总局、北京冬奥组委颁布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
克教育计划》，提出“弘扬奥林匹克精
神，推动冰雪运动普及，推动学校体
育科学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北 京 市 石 景 山 区 电 厂 路 小 学 从
2015 年起确立了冬奥教育育人的目
标，积极开展奥林匹克教育，探索

“冰雪运动旱地化”的实施方式，让全
校 300 多名学生人人都能亲身体验冰
雪运动，实现“冰雪梦”。

冰球、冰壶、短道速滑⋯⋯在电
厂路小学，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学习多
项冰雪技能。学校开设多门冰雪运动
校本课程，形成了“2+8+5”冰雪课程
模式：“2”代表全体学生每学年参加一
次上冰或者上雪训练；“8”代表旱地冰
球、旱地冰壶、越野滑轮等 8 个冰雪项
目的个性化训练；“5”代表冰球、冰
壶、越野滑雪5个真冰、真雪项目。

“冰雪运动旱地化的实施，打破了
季节限制，降低了小学生参加冰雪运
动技术方面的难度，能让学生熟练掌
握基本功，为日后真正在冰雪上运动
打下基础。”该校校长薛东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在电厂路小学，每个
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都探索了冬奥
教育课堂教学渗透。美术课上，教师
带领学生设计冬奥吉祥物，了解冬奥
会吉祥物的历史，提升学生美术素

养；语文课上，学生通过实地采访、
交流、练习书写冬奥新闻稿，提升
字、词、句、段的运用能力；在科学
课上，教师将冰壶运动引入教学中，
让学生更加直观和深入地了解摩擦力
的原理和变化⋯⋯

随着 2022 北京冬奥会脚步的临
近，学校邀请冬奥运动员、冬奥金牌
讲解员等名人走进学校，组织学生参
观冬奥组委“冰雪展示中心”、北京奥
运博物馆、崇礼冰雪博物馆，在一件件
展品、一个个故事中体验冬奥文化内
涵。学校还开展了以“冰嬉图”“传统冰
雪体育游戏”为主题的“中国传统冰
雪文化”系列研究，让学生感受中国
传统冰雪文化的魅力，树立文化自信。

“小小冬奥博物馆”是学校冬奥教
育另一大特色。60 平方米的博物馆展
厅，共有手工创意、非遗作品、微缩景观

等 6 个展区，摄影、衍纸、泥塑等 9 大类
210 件藏品，不仅表达了学生对奥林匹
克知识和冰雪运动的理解，也展示了学
生的艺术素养和文化创新能力。

电厂路小学的冰雪特色活动不仅
局限在校内，近几年，孩子们走出校
园、走出北京，在全国冰雪赛事的舞
台上崭露头角。2019 年，在吉林长春
举行的全国冰雪运动竞赛越野滑轮比
赛上，学校夺得了女子组 3×100 米接
力冠军。

“冬奥教育对于学生的发展虽然主
要体现在运动方面，但实质上促进了
学生全面发展。学生在冬奥教育过程
中锻炼了意志力，学会了规则、尊
重、合作，不断超越自我，很大程度
上促进了学生品格的发展。”在薛东看
来，坚持 6 年的冬奥教育已经让奥林
匹克精神融入到了师生的生命中。

北京石景山电厂路小学——

冬奥教育让冰雪梦融入师生生活
本报记者 焦以璇

■一线采风

■特别关注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试点
区 （县）、“满天星”训练营和特色
幼儿园认定结果，本次评选中，广
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共获得 659 项
国家称号项目。截至目前，广东省
共有1903所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而前不仅发布
的 《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报
告 （2015—2019） 》 表 明 ， 5 年
来，广东省投入 8 亿元省级财政资
金专项支持校园足球发展，带动各
地市累计投入超过12亿元；各种足
球场地 11025 块，增加足球专项教
师4000余名⋯⋯

初步形成广东特色校园
足球治理体系

5 年来，广东省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秉承“教学是基础、竞赛是
关键、体制机制是保障、育人是根
本”的发展理念，成立了省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基本建立
并不断完善了校园足球制度体系，
构建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体化推
进机制，初步形成了具有广东特色
的校园足球治理体系。

在深入开展校内班级和校际竞
赛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了县 （区）
级小学联赛、地市级初中联赛、省
级高中联赛和省级大学联赛四级竞
赛体系。

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广东
省不断提升校园足球发展水平。5
年来，选派近百名校园足球教师参
加教育部组织的赴外留学项目；聘
请国外足球教师/教练2500多人次。

努力实现校园足球由
“好”变“强”

新时期，广东省将始终坚持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规律，坚
持改革创新，系统发展，依法治
理，融合发展，努力实现广东校园

足球由“好”变“强”。
在组织力量上，广东省将积极

创造条件出台扶持校园足球发展的
优惠政策，为培养优秀后备人才奠
定物质和政策基础。

在推广体系建设上，广东省将
坚持普及与提高并重，在招生、教
学、训练、竞赛和条件保障等方面
重点统筹。

未来 5 年，广东省创建的全国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将超过 3000 所，
到2025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率达
到 55%以上，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
球运动人数超过800万人。“校内竞
赛—校际联赛—选拔性竞赛—国际
交流比赛”为一体的竞赛选拔体系
日臻完善，形成赛事丰富、赛制稳
定和赛纪严明的青少年校园足球竞
赛体系。

今后广东省将进一步提升校园
足球师资水平，积极遴选人员参加校
园足球骨干师资国家级培训，继续做
好省、市两级校园足球师资培训。

加大校园足球融合力度

从足球改革发展的全局出发，
进一步把体教融合问题协调好、解
决好、落实好。整合教育、体育、
足协、职业俱乐部及国内外相关优
质资源，加快推进国家级“满天
星”训练营建设。坚持全省一盘
棋，深化体教融合体制机制，探索
建立具有广东特色的足球青训之路。

校园足球是学校体育改革的突
破口，不仅要把已经取得的成绩进
一步巩固和扩大，还要逐步推进校
园篮球、排球、游泳、武术、冰
雪、网球等项目特色学校的建设与
发展。整合社会力量积极关心和帮
助校园足球改革发展，形成政府主
导、学校主体、行业指导、社会参
与、家长支持的新时代广东特色校
园足球发展的新模式。

（作者单位：广东省校足办）

建设校园足球治理体系
打造南粤校园足球特色

黄心豪 庄弼 王晓东 李华

新学期开学前，广大青少年学
生仍将有一段较长的居家时间，如
何保持健康的体魄？为此，有关专
家推出了寒假锻炼方案，大家一起
运动起来吧！

灵敏协调、心肺耐力类练习
两点左右跑
放两个矿泉水瓶，两个水瓶之

间的距离可根据情况自行掌握。让
孩子使用侧滑步在两个水瓶之间进
行快速移动。进行10—20次。

原地蹬地跑
双手、双脚支撑于地面，双腿

做快速前后蹬地练习，动作频率根
据自身情况而定，频率越快强度越
大。持续进行30秒。

原地小步跑
原地快速小步跑，摆臂、脚步

频率尽可能加快，持续进行30秒。
高抬腿转体
原地进行高抬腿，家长给予指

令 （拍手或发口令）。孩子听到口令
后，转体 90 度。每个方向进行 15
秒，总计进行60秒。

坐位摆臂
原地坐于瑜伽垫上或地上，双

腿伸直，快速摆臂，尽可能加快速
率，持续60秒。

平衡性练习
单脚接球
单脚站立于地面，保持身体平

衡的同时，用手接住家长抛出的球
（各种球均可）。

跳跃后单腿站立
双腿起跳，单腿落地站稳。落

地后，膝关节微曲。双侧交替进
行，每侧腿进行5次。

单腿转身跳
腿站立，起跳并在空中转体 90

度后，单腿落地站稳。双侧腿交替
进行，每侧进行5次。

力量性练习

马步前后走
屈髋屈膝，保持腰背部挺直，

在保持髋关节、膝关节屈曲角度不
变的情况下，前后行走。持续进行
60秒。

双腿背桥
仰卧于地面，膝关节屈曲 90

度，下肢发力将下背部抬离地面，
进行10—15次。

靠墙静蹲
后背靠在墙上，屈髋屈膝，膝

关节保持90度，同时注意膝关节不
能超过脚尖，根据自身情况可通过
调节膝关节角度降低难度。持续
30—60秒。

蹲起
双手分开与肩同宽，屈髋屈膝

下蹲至膝关节成90度，注意重心放
在两腿之间，膝关节不能超过脚
尖。进行10—15次。

弓步下蹲
双腿前后站立成弓步状态，前

侧腿下蹲至 90 度，后侧腿顺势屈
曲，但膝关节不要触碰地面。双侧
交替进行，每侧进行5—10次。

柔韧性练习
手足行走
站姿，俯身向前，手在地面上

小幅度行走，保持身体平直，直至
达到最大幅度。然后，前脚掌着
地，小步向前快速行走，保持膝关
节伸直的情况下达到最大幅度。进
行6—8次。

腘绳肌牵伸
坐位，一侧腿伸直，另一侧腿

屈曲至膝关节附近，保持背部挺直
和膝关节伸直的状态下，使用腹部
向前触够膝关节。持续 30—60 秒，
交替进行2—3次。

肩部柔韧性
站位，一手从头上、另一侧手向

下，双手尽力互相触够，注意触够的
过程中，不要过分用力，防止身体扭
曲变形。双侧交替进行，6—8次。

（来源：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居家锻炼小妙招

常州市荆州小学的学生正在开展常州市荆州小学的学生正在开展
冬日特色体育运动项目冬日特色体育运动项目。。 王锐王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