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层设计

学校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开展了校园体育系列活动，让广大学
生“享受体育、体验快乐”。

第一、推行选项教学，打造特色体育
课堂

初中阶段的体育课程强调学生“形成
稳定的爱好与专长”。选项教学精简了教
材，突出了重点，以学生兴趣特长为依据
组织教学，改变学生“样样学，一样也学不

好”的被动局面，有助于学生学会锻炼身
体的方法、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促进学
生终身体育观的形成。

第二、开展大课间，创新体育活动形式
学校科学安排“每天锻炼一小时”，在

开齐课程、开足课时的同时，积极创新大
课间活动形式，改变以往只是做广播体操
的单一形式，积极开展跑操、跳绳、打球等
活动，形成人人参与，师生同练的氛围。

第三、开设课外活动，发展学生体育
特长

学校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合理安排场
地和活动内容，广泛开展班级篮球联赛、
垫排球、跳绳、广播操和校园集体舞比赛
等活动，充分调动学生运动的积极性，通
过成立兴趣小组和运动队对具有一定体
育特长的学生进行专项业余训练，提高其
运动技术水平。

第四、举办“体育节”，展现体育教学
魅力

“体育节”的举办是我校体育改革中
的一项重大举措，通过整合，设置精彩有
趣、喜闻乐见的竞赛项目，保证让每个学
生参与 3-5个体育项目，真正做到全员参
与。突出青少年体育锻炼精神与学校发
展体育特色相结合，真正使课程活动化、
活动课程化。

树立“健康第一”理念 营造快乐体育氛围
○杨恒 （体育教研组组长）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
和家长关心学生的体质和健康。各级政府要积极创造条件，
切实解决师资、经费、体育场地、设施问题。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共中央、国务院
1993年印发）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
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学校教育不仅要抓好智
育，更要重视德育，还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和社
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
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
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
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确保学生体育课程和
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不准挤占体育活动时间和场所。举办
多种多样的群体性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合作精
神和坚强毅力。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为学校开
展体育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1999年印发）

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国家和
民族未来的大事。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
质，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
力推进素质教育，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
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1、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
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
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

2、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健康和各项身体素质发展的关键
时期。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不仅关系个人健康成长和幸
福生活，而且关系整个民族健康素质，关系我国人才培养的质
量。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是加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磨炼坚强意志、培养良好品德的重要途径，是促进青少年全面
发展的重要方式，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智力发育、审美素养的
形成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总体
要求是：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
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建立健全学校体育工作机制，
充分保证学校体育课和学生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青
少年体育活动和竞赛，加强体育卫生设施和师资队伍建设，
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络，培养
青少年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青少
年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和全社会珍视
健康、重视体育的浓厚氛围。

4、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把健康素质作
为评价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加快建立符合素质
教育要求的考试评价制度，发挥其对增强青少年体质的积
极导向作用。

5、广泛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6、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各级各类学校要进

一步端正办学思想，加强素质教育，努力促进青少年学生生
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发展。

7、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8、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学生体育运动会，积极开展竞

技性和群众性体育活动。
加大对群众性学生体育活动的宣传报道，形成鼓励青

少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社会氛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07年印发）
1、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把

加强青少年体育锻炼作为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基础工程，
把加强学校体育作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和
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2、实施好体育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各地要规范办学行
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
育活动，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时间。

3、加强学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要加快教师结构调
整，制订并落实配齐专职体育教师计划，多渠道配备好中小
学和职业学校体育教师。

4、完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和评价制度。
5、加大学校体育投入力度。要统筹教育经费投入，切

实保障学校体育经费。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2012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2015 年 10 月我校将迎来五十周年华
诞。为倡导全社会关心支持教育和重教资
教光荣的社会风尚，弘扬“感恩师长、回馈母
校”的校友捐赠文化，进一步整合校友及社会
资源，为广大师生创造更优的学习、生活和工
作环境，经征求意见和集体研究，决定即日起
接受校庆捐赠。

一、捐赠原则
1.自主自愿原则。捐款捐物，随心量力，

不限数额。
2.专款专用原则。建立独立捐赠账目，

捐赠财物用于促进师生发展或改善办学条
件。

3.公开透明原则。公布捐赠者名单和捐
赠数额（要求匿名者除外）；主动向捐赠人通
报受赠财、物的管理使用情况；捐款、赠物具
体使用将按照捐赠者的意愿安排。

二、捐赠单元

个人捐赠、家庭捐赠、单位捐赠、校友团体
（年级、班级、校友会等）捐赠均可。

三、捐赠项目
1．成立专项基金
（1）奖教基金：用于教师的学习培训、专

业发展和优秀教师奖励。
（2）奖学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子。
（3）爱心基金：用于帮扶积极上进、家庭

经济困难的师生。
以上捐赠项目可按捐赠者要求命名、制

订规则及组织实施，基金的设立和管理按国
家有关基金管理办法实施。

2. 冠名捐赠
（1）可对学校道路、绿化区域、行道树木、

运动场地、教学楼、宿舍楼、办公楼、教室、功
能室、校园景观等予以冠名。

（2）可对师生社团（如合唱团、足球队、文
学社）及兴趣小组予以冠名。

（3）可对学校常规性重大活动（如体育
节、阅读节、艺术节、科技节、教职工联欢会
等）予以冠名。

（4）可对学校新建项目（如风雨操场、功能
教室楼、校园文化建设景观等）予以冠名资助。

以上捐赠或资助冠名具体办法由捐赠
方与校方共同商定。

3. 校庆系列活动捐赠
校庆前后学校将建成校史馆，编写校友

录、校友成果集、校庆纪念册，召开学术研讨
会、校庆座谈会，制作专题片，开展学生素质
展示等活动。对捐赠以上活动的捐赠者予
以冠名或以适当方式注明赞助捐赠情况。

4. 其他方式：学校可根据捐赠者意愿设
定其他捐赠项目。

四、捐赠答谢
在征得捐赠者同意的情况下，学校将按

以下方式对捐赠者进行答谢：

1. 对捐赠者颁发捐赠纪念证书，所有捐
赠者的姓名、捐赠财物等信息将及时刊登在
校报、学校官网、微官网和校庆微官网上，并
制成校庆捐赠纪念册，由校史馆永久珍藏。

2. 对捐赠10万元以上者授予“温泉中学
发展贡献者”荣誉称号。

3. 对捐赠50万元以上者，还可按本人意
愿命名“**奖学金（奖教金）”、“***楼”、“***
实验室（馆）”等。

4. 对捐赠额度较大者，学校将设置捐赠
答谢墙予以感谢。

5. 对于捐赠方捐赠的物资，折合人民币
后，比照以上相应条款进行答谢。

五、捐赠方式
学校接受汇款、支票、现金、手机支付或实

物等方式的捐赠，捐款一律进入学校指定账户
并开具财政收据，赠物必须在校庆办公室登记
备案，具体方式如下：

（1）手机支付

（2）银行汇款
户名：咸宁市财政局预算单位往来资金

财政专户
开户行：中国银行咸宁温泉支行
账号：00000570357550666
联系电话：0715-8267617（学校财务室）
13972039767 夏良梅
13476898748 孔 琴
咸宁市温泉中学校庆筹备办公室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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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3日，我校召开以“更新体育观
念 打造特色品牌”为主题的体育工作改革
研讨会。会议由校长袁慎彬主持，省教科
院体育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甘琼、湖北科

技学院体育学院副院长肖军、咸宁职院体
育系主任王忠、市文体新局竞训科科长黎
碧波、市教育局体卫艺科副科长秦勇，我
校领导、各处室年级主要负责人和全体体

育教师参加研讨会。
甘琼充分肯定了我校打造“体育为第

一学科”的理念及作法，并作了《体育与健
康学科发展思考》的报告，就三方面的问
题进行了交流：一是学生体能发展以体质
为基，生命在于运动，运动要讲科学，体能
发展应坚持多向练习、稳定练习、循序渐进
等多项基本原则；二是体育技能有效教学
以技能为本，体育教学过程中应突出《2011
版体育课程标准》中增加的观念，提高体育
教学质量；三是“一校一（多）品”的构建以
方法为魂，让所有学生充分参与和体验。

副校长王立三介绍了我校体育工作
的现状、问题及打算。

体卫艺处负责人和体育老师与专家
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互动，他们提出了体育
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位专家进
行了针对性的解答。

与会专家先后作了发言。王忠对我
校体育老师提出了三点建议：要珍惜机
会，做好本职工作；要加强业务学习，提升
专业技能；要有创新、有特色。秦勇强调
要将体育打造成第一学科需要“五个加
强”，即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健康发展的氛

围；加强全体师生的体育锻炼意识；加强
体育老师和体育器材的配备；加强校际间
的交流；加强体育活动开展的督导和评
比。肖军认为我校要实现目标，需要做到
三点：一要科学设计体育工作，使之符合
发展趋势和学校实际；二要加大优秀人才
引入力度；三要争取专业支持。黎碧波高
度评价了我校“将体育打造成为第一学
科”的理念，并表示对我校的体育工作在
政策和经费上进行倾斜。

校长袁慎彬在总结发言中指出，我校
将本着对学生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让
学生快乐生活、健康成长，我们要旗帜鲜
明、态度坚决，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目标
变成现实。他强调，目标的实现要三靠：
一靠主管部门、各级领导、专家的政策、项
目、资金、智力等方面的支持；二靠学校经
费投入、制度保障和评价引领；三靠体育
老师，加强学习提升技能。

此次体育工作改革研讨会集学习、交
流、研讨于一体，为落实我校打造体育特
色品牌的办学理念、开创我校体育工作新
局面拉开了帷幕，对我校的体育工作和素
质教育发展将起到指引和促进作用。

一切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
——我校召开体育工作改革研讨会

○陈明锋 （体卫艺处主任）

为了提高办报质量，
提升办报品味，加强师生
员工的参与意识，本报编
辑部特举行有奖纠错活
动。活动说明如下：

一、纠错一个句子，奖
励拾元；纠错一个字，奖励

伍元；纠错一个标点符号，
奖励伍元。

二、纠错奖励对象以
最先发送至指定邮箱的电
子文稿为凭据。

三、纠错结果请以电
子文稿的形式发至邮箱：
630986063@qq.com。

本报编辑部
2015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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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名校体育工作概况
清华大学：1957年，蒋南翔校长在清华体育干部

会上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在全国产
生巨大影响。“把体育课列为必修课”使清华成为“中
国最早设正规西式体育课的学校”?现在的清华人体
育课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

清华附小：秉持“为聪慧与高尚的人生奠基”的
办学使命，提出小学六年“健康、阳光、乐学”的核心
素养，并把“健康”放在首位，设计了“一身好体魄”的
课程目标，推行体育课程“三个一”模式———每天
一节体育课； 每天一个健身大课间，开设晨练微课
堂 ；每个学生一个体育自主选修项目。

南开中学：由著名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创
办。现在，南开中学规定大课间活动时间为45分钟，
鼓励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保证
学生每天活动一小时，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
体质状况，积极探索适应青少年特点的体育教学与
活动形式，指导学生开展有计划、有目的、有规律的
体育锻炼，努力改善学生的身体形态和机能，提高运
动能力，达到体质健康标准。对达到合格等级的学
生颁发“阳光体育证章”，优秀等级的颁发“阳光体育
奖章”，增强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荣誉感。

英国伊顿公学：伊顿公学以“精英摇篮”、“绅士
文化“闻名世界，也素以管理严格著称，学生成绩大
都十分优异，而在学习之外，伊顿公学更注重体育教
育，提出“运动第一、学习第二”的口号。每周的体育
课时几乎与文化课时平分秋色。伊顿公学对体育的
重视，源于他们一直坚持的教育理念：“体育的本质
是人格教育”。学生在体育课程中不仅锻炼了强健
的体魄，而在体育场上培养的自信心、团队合作、纪
律性，更是造就了 20名英国首相、37名维多利亚十
字勋章获得者和无数社会精英。威灵顿公爵曾说过

“滑铁卢战役取胜于伊顿公学的运动场上”。

身体教育和知识教育之间必须保持平衡。体育应
造就体格健壮的勇士，并且使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
体格。 ——柏拉图

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达·芬奇
人的健全，不但靠饮食，尤靠运动。 ——蔡元培

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毛泽东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
不懂体育者，不可当校长 ——张伯苓
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吴阶平
体育和语文都应是主课 ——白岩松

咸宁市温泉中学五十周年校庆公告（第三号）

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名人论体育

啊啊，，体育体育，，天神的欢娱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生命的动力！！你猝然降临你猝然降临
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在灰蒙蒙的林间空地，，苦难的人们激动不已苦难的人们激动不已。。你像是你像是
容光焕发的使者容光焕发的使者，，向暮年人微笑致意向暮年人微笑致意。。你像高山之巅你像高山之巅
出现的晨曦出现的晨曦，，照亮了昏暗的大地照亮了昏暗的大地。。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美丽你就是美丽！！你塑造的人体你塑造的人体，，变得高尚还变得高尚还
是卑鄙是卑鄙，，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要看它是被可耻的欲望引向堕落，，还是由健康的还是由健康的
力量悉心培育力量悉心培育。。没有匀称协调没有匀称协调，，便谈不上什么美丽便谈不上什么美丽。。你你
的作用无与伦比的作用无与伦比，，可使人体和精神和谐统一可使人体和精神和谐统一，，可使人体运可使人体运
动富有节律动富有节律，，使动作变得优美使动作变得优美，，柔中含有刚毅柔中含有刚毅。。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正义你就是正义！！你体现了社会生活中追求你体现了社会生活中追求
不到的公平合理不到的公平合理。。任何人不可超过速度一分一秒任何人不可超过速度一分一秒，，逾逾
越高度一分一厘越高度一分一厘，，取得成功的关键取得成功的关键，，只能是体力与精神只能是体力与精神
融为一体融为一体。。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勇气你就是勇气！！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肌肉用力的全部含义是敢
于搏击于搏击。。若不为此若不为此，，敏捷强健有何用敏捷强健有何用？？肌肉发达有何肌肉发达有何
益益？？我们所说的勇气我们所说的勇气，，不是冒险家押上全部赌注似的不是冒险家押上全部赌注似的
蛮干蛮干，，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而是经过慎重的深思熟虑。。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荣誉你就是荣誉！！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荣誉的赢得要公正无私，，

反之便毫无意义反之便毫无意义。。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有人耍弄见不得人的诡计，，以此达以此达
到欺骗同伴的目的到欺骗同伴的目的。。他内心深处却受着耻辱的绞缢他内心深处却受着耻辱的绞缢。。
有朝一日被人识破有朝一日被人识破，，就会落得名声扫地就会落得名声扫地。。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乐趣你就是乐趣！！想起你想起你，，内心充满欢喜内心充满欢喜，，血血
液循环加剧液循环加剧，，思路更加开阔思路更加开阔，，条理愈加清晰条理愈加清晰。。你可使忧你可使忧
伤的人散心解闷伤的人散心解闷，，你可使快乐的人生活更加甜蜜你可使快乐的人生活更加甜蜜。。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培育人类的沃地你就是培育人类的沃地！！你通过最直接你通过最直接
的途径的途径，，增强民族体质增强民族体质，，矫正畸形躯体矫正畸形躯体；；防病患于未然防病患于未然，，
使运动员得到启迪使运动员得到启迪；；希望后代长得茁壮有力希望后代长得茁壮有力，，继往开继往开
来来，，夺取桂冠和胜利夺取桂冠和胜利！！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进步你就是进步！！为了人类的日新月异为了人类的日新月异，，躯体躯体
和精神的改善要同时抓起和精神的改善要同时抓起。。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你规定良好的生活习惯，，要要
求人们对过度行为引起警惕求人们对过度行为引起警惕。。你告诉人们遵守规则你告诉人们遵守规则，，发发
挥人类最大能力而又无损健康的肌体挥人类最大能力而又无损健康的肌体。。

啊啊，，体育体育，，你就是和平你就是和平！！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你在各民族间建立愉快的
联系联系。。你在有节制你在有节制、、有组织有组织、、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有技艺的体力较量中产
生生，，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全世界的青年学会相互尊重和学习，，使不同民族使不同民族
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特质成为高尚而和平竞赛的动力。。

体体 育育 颂颂
顾拜旦（法国著名教育家、国际体育活动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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