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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教育教育

“体育的本质在于以身体运
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们身心健康
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
命质量。无体育，不教育。”森林
实验小学校长黄玲说。

如何改革实施体育教育，达
到“强健体魄、掌握技能、塑造人
格”的“三位一体”目标？森林实
验小学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打
出狠抓特色体育工作，开展多彩
课外活动的“组合拳”；开齐开足
体育课和体育活动课，在保质保
量上好体育课的同时，确保学生
每天至少1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让体育锻炼成为师生的一种生活
方式，让师生尽情享受体育的快
乐。

立足实际谋新意
体育工作有声有色

“加油，加油，加油……”“快
跑，快跑，准备接棒！”……此起彼
伏的呐喊声、助威声、欢呼声响
起，一个个奔跑的矫健身影出现
在森林实验小学“趣味大课间——
50米往返接力赛”的赛场上：有的
小选手箭步如飞，一个劲儿地往
前跑；有的小选手奋起直追，迎头
赶上趁势取得领先；有的小选手
丢了手中接力棒立马捡起，朝着
前方努力狂奔……

为丰富体育活动，培养学生
兴趣特长，增强班级凝聚力，该校
除了例行广播操、室内操、跑操，
还通过对传统大课间和趣味大课
间对比调查，收集、筛选出学生喜
欢的项目进行活动。

在趣味大课间中，该校将学
生分为低中高三个年级段，分别
开展跳房子、接力赛、彩虹伞、跳
跳球，跳短绳、绳梯、足球绕杆射
门、毛毛虫（小），篮球运球投篮、
跳长绳、毛毛虫（大）等多项妙趣
横生的体育活动，不但改变了大
课间枯燥沉闷的现状，还借由大
课间，向学生传授各种基本技术、
知识，使学生学会锻炼，提升了他
们的身体素质。

除了探寻趣味大课间的无穷
奥秘，引领学生徜徉于趣味盎然
的活动，森林实验小学坚持不懈
地推进体育工作，坚持问题导向
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继承与创新
相结合，普遍要求和特色发展相
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
合，积极推动体育课程改革，深入
落实主题式、互动式、体验式运动
会。

体育课程体系如何“变脸”，
以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
长？该校根据体育与健康新课程

标准的要求，从对学生核心素养
培育的目标出发，实行“国家体育
课+体育健康课+校本课程”的课
程体系，寓教育、教学于‘玩’中，
激发学生与老师的内驱力，使课
堂迸发无限的精彩。

此外，该校还围绕“国防军
事”、“森林之王”、“我爱我的祖
国”等主题，设计、筹备、开展春季
田径运动会和秋季趣味运动会，
培养学生参与意识和刻苦精神，
炼就他们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团
结协作的意志品质。

多元丰富辟途径
课外活动百花齐放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重庆
特警总队营区迎来了一批特殊的
客人，他们是森林实验小学的300
余名小朋友和带队老师、家长代
表。当天，“童心聚力 共筑平
安”儿童节主题活动在特警总队
营区展开，小朋友和老师、家长代
表观看了特警叔叔阿姨表演的警
棍盾牌术、战术手语等警务实战
技能，学习了国防安全的相关知
识。

活动中，小朋友们在特警教
官的指导下，体验了“特警集训
营”的模拟特警射击、侦查、障碍
和驾驶训练，他们在每一个项目
中力争上游、奋勇向前，体验着参
与的乐趣，增强了体质，提升了自
我保护意识与能力。

作为法治教育特色活动“少
年特警校”，森林实验小学多年坚
持开展学校反恐实战演练；小特
警进警营互动体验；校外辅导员
进校开展法治讲座及宣传自救自
护小知识等活动，探寻了课外体
育活动的特色途径，引领学生与

法同行。
事实上，森林实验小学推动

越来越多精彩纷呈的课外体育活
动有声有色地开展。一方面，该
校建起田径队、艺术体操队、篮球
队、足球队、啦啦操队、武术队、舞
龙队等多个体育社团，由专业体
育教师负责社团教学，供学生根
据兴趣选择自己心仪的体育社团
加入，进一步提升体育运动的专
业水平；各年级各班自主报名班
级足球赛和篮球赛，以积分赛的
形式举行比赛，学生利用课余时
间训练参赛，为班荣誉努力拼搏。

另一方面，该校不断丰富体
育“第二课堂”，引导学生利用午
间空余时间自发到操场，组织开
展跳绳、仰卧起坐、绕杆射门、跳
跳球这4项活动，用积累印章换礼
品的方式激励学生参与，同时也
设立纪录榜，鼓励学生不断挑战
自我极限；举办足球嘉年华、“爸
爸杯”足球赛、“爸爸杯”篮球赛，
教师足球赛等，以体育赛事促进
孩子们和父母、老师之间的感情。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强化眼
保健操，宣传和普及卫生健康知
识，保障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时
间，引进专业机构，为全校每个孩
子建立了视力动态档案，定期进
行复查和关注，随时控制干预他们
的视力，有效推动了近视防控……
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力度，
以引导学生走进阳光下，走向操
场，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森林实验小学破解体育运动
缺乏吸引力的难题，找准“教会”

“勤练”“常赛”切入口，拓宽学生
的运动空间，形成了“花样比赛常
常见，特色活动天天有，全体师生
齐参与”的氛围，为本校体育教育
蓬勃发展积蓄了力量。

“爸爸杯”足球赛

践行“以体育人”落实心理健康教育

森林实验小学 塑造身心健康的阳光学子
在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森林

实验小学六年级五班学生熊光辉
过得丰富充实。每天，他都会坚
持完成 150 个跳绳、80 个仰卧起
坐、200 米往返跑，还邀请家人共
同参与，成为了家中“快乐体育锻

炼队”的小队长。
对绘画和阅读有兴趣的李

霞，在暑假期间经过老师的指导，
画出了漂亮的水彩画，品读了经
典的绘本书，开启了心灵的更美
视窗。

从一放寒暑假就在家里睡大
觉、看电视的宅男，到如今热爱体
育锻炼的小健将、性格更加开朗
大方的阳光男孩，魏子健的成长
进步显而易见。

这正是该校“以体育人”助力

学生茁壮成长，引导学生心理越
发积极健康的一个生动体现。

多年以来，森林实验小学秉
持“自由呼吸、自在生长”的办学
理念，以“发现潜质、尊重差异、呵
护个性、激扬生命”为办学目的，

把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学
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通过创新实施一系列强有力的措
施，增强“以体育人”具体实效，切
实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塑造了身
心两健的阳光学子。

森林实验小学认为，心理健
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
每一个人的幸福安康、影响社会
和谐发展，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渠道、多
途径、多方法地加以实施。

营造和谐、生态的校园文化
环境，将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纳
入教育教学计划中，开设情景体
验式、主题互动式的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该校创新心理健康教
育的工作思路，推动多样化实施
途径落地，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
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
心理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
潜能，实现了学生的和谐可持续
发展。

优越环境怡情志
文化氛围温暖人心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需要校园
环境渗透的支撑，而校园环境也
蕴含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与功
能，良好的育人氛围是对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的无声语言。这
是森林实验小学教育人的共识。

因此，该校有计划、有组织地
运用可行策略，建设了体现形象
文化的硬环境，打造了内涵文化
的软环境，以增进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成效。

内涵文化是校园物质情境功
能得以全面发挥的心理前提。该
校在内涵理念上，针对心理健康
教育，制定了“遵循人的发展规
律，关注师生身心健康，以文化育
人，通过发现、激扬、尊重、呵护、
引导、帮助等手段，点化、润泽生
命”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思路，以
及“放飞心灵之翼，做最好的自
己”的服务理念。

而对于形象文化的构建，该
校专门给心理健康教育团队，设
计了独立的Logo图标，它的含义
是：心手相应，放飞成长；将心理
健康中心名为“森林氧吧”，共分
为心理咨询室、运动宣泄室、音乐
放松室3个区域，每个功能区配有
相应的辅导设施设备，为有心理
困扰的学生提供有效的帮助，也
为教师和家长提供咨询和辅导。
运动宣泄室和音乐宣泄室，设有
宣泄区和放松区，内设跳舞机、跑
步机、动感单车、架子鼓等宣泄设
备，为师生提供了缓解疲劳、舒缓
压力、释放情绪的场所。

尤为特别的是，该校心理咨
询室中有一面“生命能量墙”，它
是学校主题文化墙——积蓄生长
的力量的缩影。墙上有一颗根深
叶茂的多彩树木，树上有飞舞的

精灵，五彩缤纷的树叶，可爱童趣
的果实，师生目之所及便能身心
舒畅，充满力量。

与此同时，该校还发动全校
师生、家长齐参与，共创造，通过
摘抄、原创等方式搜集了大量充
满正能量的心育短句、短文，并制
作到教学楼每层楼的墙面上，形
成了健康向上的校风、班风，潜移
默化地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
生心智。

把“校园环境渗透”作为全方
位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环
节，森林实验小学不断优化校园
文化环境，促进学生心理素质全
面发展。

特色项目助成长
活动构建精彩纷呈

“站上跳舞机，选择你喜欢的
一首乐曲，跟着节奏跳起来。”“拿
好鼓槌，按照音乐节奏，用力敲打
鼓面。”……在森林实验小学心理
健康老师毛贵指导下，三年级八
班的一些孩子卸下紧张的情绪，
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你们可以
尽情地跳舞或者是敲击架子鼓，
释放不愉快的心情……”随着音
乐放松的推进，孩子们的情感有
了丰富和深化，他们心灵得到了
音乐的净化。

这是发生在森林实验小学
“携你我友爱之手 筑心灵温暖
之家”心理健康活动周中的情景。

“此次心理活动周以活动为
载体，分为心理励志电影、心育主
题班会、心理工作坊活动体验三
大板块。帮助学生们排除生活、
学习中的各种困惑，提高师生心
理保健意识和心理健康水平。”毛
老师说。

长期以来，森林实验小学将
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作
的重要内容，多形式、全方位、多

举措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创
新发展。

以学生发展为根本，注重心
理健康教育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该校与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合
作，成为了共建单位，为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的开展提供专业的技术
支撑，卫生中心每个月都会派专
家到学校给老师、家长、学生开展
团体辅导和个体咨询，撑起了他
们心理健康的保护伞。

同时，该校充分发挥课堂教
学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渠
道作用，将心理健康活动课程列
入课程计划中，通过专题讲座、案
例教学、体验活动、行为训练等多
种形式，引导学生心灵积极向上。

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和关注个
别差异相结合，凸显老师的主导
性和主体性，该校成立起“心理沙
盘工作坊、卡牌工作坊、植物工作
坊、绘画工作坊、音乐宣泄工作
坊、运动宣泄工作坊、悦读工作
坊”七大工作坊，教会学生学会与
他人沟通，懂得相互理解。

坚持发展、预防和危机干预
相结合，该校针对全校特殊儿童
建立的心理档案资料。时刻关注
特殊儿童的成长状态，定期为他
们进行心理咨询及情绪疏导，让
孩子得到改变，收获成长。

心理健康课程、活动的开展，
都离不开一支专业的心理健康教
育团队。该校重视心理辅导专兼
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工作，以加强
集中研修和专家专题讲座学习，
大量阅读心理专业书籍、和同行
广泛交流等形式，不断他们提高
心理健康教育的业务水平。

下一步，森林实验小学将凝
聚学校、家庭、社会三种教育合
力，充分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如
医疗机构、少年活动中心等，开展
多形式、多渠道的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形成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教
育网络。

周珣 张骞月
图片由森林小学提供

让学生在玩中享受体育的乐趣 从“心”开始 为孩子打造阳光乐园

学校举行趣味大课间活动

学校与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成立攻坚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