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 倩
实习记者 谭晓洋

“一二一，跑起来！”9月8日上午

8点多，富阳中学的操场上人头攒动，

全校学生正沿着操场跑圈。政教处主

任羊一飞介绍，“一天两跑”是富阳中

学多年来的传统，每天早晚，全校

2800多名学生都会以班级为单位排

列成方阵，沿着操场跑上两圈。“全体

都跑，高三学生也不例外，一直跑到高

考前离校为止。”羊一飞说。

这样的场景在省内不少学校都

能看到。特别是这两年，在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之下，为提高学生身体素

质，学校越来越重视体育锻炼。近

期，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

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对学校健康

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走访省内中小

学校，记者发现，在加强体育锻炼、急

救知识培训等方面，不同学校走出了

各具特色的道路。

创新运动项目，提高锻炼积极性
“换我来，我肯定比你高！”课间

10分钟，在衢州市衢江区东港小学

教学楼的走廊上，学生们正在热热闹

闹地“摸高挂杆”。走廊的墙上，贴有

显示不同高度的“摸高牌”，柱子上装

有牢固的挂杆。学生们跳起来比谁

摸得高，抓住杆子看谁能挂得久，高

年级学生甚至还可以做引体向上。

简简单单的2项活动受到了学生们

的追捧。“它可以锻炼我的臂力。”“它

可以增强我的弹跳力。”……在六（5）

班教室门口，学生们你一言我一语地

争着说。

副校长童佳兴介绍，为了提高学

生锻炼的积极性，学校充分发挥体育

教师的创造力，设计了这2项特色锻

炼项目。“教学楼离操场、广场有点

远，课间10分钟去这些场地活动不

太现实，我们想让学生就近就能锻

炼，锻炼的积极性也会高一些。经过

考察、研究，教室门口的空地就这样

被利用起来了。”

在海宁县长安镇初级中学，学生

每天早上到校后和中午12:40之后，

各有30分钟体育锻炼时间。在这2

个时间段内来到学校，可以看到24

个班级的学生排成34路纵队，1000

余人齐跳排舞的宏大场面。教师们

则分工合作，每一排都有2名教师对

动作进行指导和纠错。对于大型排

舞而言，难度最大的就是队形整齐。

“703班，你们的队伍后半段弯了。”

“第6个8拍八年级好几个同学移动

的方向反了，应该是往左边移动的。”

为了使动作更整齐，学校还启动了无

人机“监控”。

校长夏云熙介绍，排舞与大家固

有印象中的广场舞并不一样，它有律

动的、平滑的、拉丁、街舞等多种类

型，通过舞步和肢体动作将舞蹈、音

乐、体育等有机结合，可以锻炼力量

和协调性。上半年，为献礼建党百

年，学校组织学生齐跳排舞《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想到这项活

动受到了师生的一致欢迎。“跳排舞

既能帮助师生舒缓身心压力，增强身

体协调性，塑造优美形体，又能彰显

团队精神，学生也很喜欢，我们会继

续把这项活动做实做好。”

加强专业培训，掌握急救知识
未成年人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不

足，避险和急救能力较弱，容易成为意

外伤害的受害者。因此，当下省内不

少中小学将急救知识的学习和技能培

训放在日常教学的重要位置。

以松阳县为例，辖区内多是山区

和水乡，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

害，以及溺水等意外情况时有发生。

松阳县民族中学便把普及心肺复苏等

急救知识，作为学校健康教育的重点

来抓。学校开出了安全避险课，由县

红十字会成员和学校校医共同授课。

初一年级每周从1节体育课中划出15

分钟，让学生学习应急救护、安全避

险、心肺复苏技能和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点是期

末体育与健康理论考核中必考的。初

二、初三年级则在每年春夏之交和新

学年开学时，举办2次集中培训，强化

学生的安全意识，巩固急救知识。

每年，学校还会举办一次急救

技能大赛，项目包括知识竞答、心肺

复苏技能比拼。根据答题正确率、

操作的规范程度和速度，评选先进

个人和班级。八年级学生郑禹乐和

周欣瑜是最近一次急救技能大赛一

等奖获得者。他们认为，学校的培

训使他们“有了救命的本领”，“虽然

到目前为止还没用过，但有了这些

知识，关键时刻心里不慌，万一遇上

溺水或自然灾害，我们学的这些技

能作用就很大了”。

每年 9月的第 2个周六是世界

急救日，一些学校会结合这一背景

举办以急救知识为主题的开学季系

列活动。

绍兴市昌安实验学校就在开学

后的新生衔接教育中加入了自救自

护体验式学习。“紧急疏散时，听到预

警信号后，应迅速关闭煤气、水管阀

门，切断电源，妥善存放易燃易爆物

品，并在疏散引导员的引导下进入指

定的疏散基地……”活动现场，由学

生担任解说，指导模拟居民的学生在

遇到紧急情况时迅速安全地撤离到

开阔场地。

“青春期是孩子们心理、生理成

长的关键时期，这个时候对学生进行

自救、急救等技能的培训是很有必要

的。”副校长诸晓光说。学校还在绍

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的指导帮助下，

组织了人防知识学习和人防知识竞

赛，带领学生参观人防工程设施。同

时邀请绍兴市九龙人防救援队等7

支救援队的队员走进课堂，结合他们

丰富的救援经验亲身示范，手把手教

学生自救与互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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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站前小学
有个“亲情银行”

本报讯（通讯员 叶 惠）近日，金华市站前小

学的“亲情银行”开业了。一、二年级学生每人都从

班主任手中接过一本“亲情存折”。

“亲情存折”上印有“好习惯家庭践行计划”。

其中“生活习惯”“阅读习惯”“运动习惯”几项，通过

每日打卡，督促低年级学生学会自我管理，提高自

理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和运动习惯。而“每日一

孝”“兴趣爱好”两项内容，则要求学生做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向长辈表达爱意，引导学生找到兴趣爱

好，拥有一技之长。

值得一提的是，“亲情存折”还在孩子和家长之

间搭建了平等沟通的桥梁。其中“我们的约定”一

项，提倡家长与孩子就孩子的行为习惯和学习目

标、家长自身的行为和管教措施等订立君子协议，

互相督促。“每周一奖”要求家长关注孩子在家的表

现，每周对孩子好的表现给予适当奖励。“每月一

议”则是指每月召开家庭会议，针对“我们的约定”

内容进行总结，发现各自的进步与不足之处，促进

孩子与家长共同成长。

□本报记者 邹红宇

用说唱的方式打开《关雎》，拿着吉他

弹唱《渭城曲》，用戏曲唱腔吟唱《将进

酒》……这些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又不失

趣味的场面，经常出现在安吉县实验初级

中学教育集团音乐教师胡萍的课堂上。

从教20余年，胡萍始终坚持“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她辅导学生的合唱、

舞蹈、校园剧等在各级艺术节上频频获

奖，让孩子得到艺术的滋养；她潜心钻

研课堂教学，开发了省级精品课程“诗

乐”，弘扬传统文化；她成立了“胡萍名

师工作室”，精心培育青年教师，以一己

之力带动一群人，振兴乡村艺术教育。

让农村孩子感受音乐的美
1997年，胡萍从当时的湖州师范

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安吉县港

口乡五鹤小学。到学校不久，胡萍便发

现这里的学生音乐基础十分薄弱。作

为学校的第一个专职音乐教师，胡萍干

劲十足，直接揽下全校的音乐教学任

务，同时还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和数学

教学工作。很快，学生们便被她轻松活

泼的教学风格吸引。短短几个月间，学

生们就从不知道合唱是什么，到能完成

4个声部的合唱。

这让胡萍灵机一动：学生们进步这

么大，为什么不给他们平台展示呢？于

是她和校长商量，能否举办一场面向学

生、家长乃至全体村民的元旦文艺会

演。活动敲定后，胡萍便带着学生开始

紧锣密鼓地排练。低年级表演儿歌，胡

萍带着学生在课堂上排练；高年级表演

合唱，就直接在操场上的黄泥地排练。

胡萍还选了个别有才艺的学生，带着他

们排练独唱、独舞和电子琴演奏。

“排练一段时间后，我的嗓子特别

疼，几乎要哑掉了。”胡萍说，“但那个时

候氛围特别好，我一点儿也不感到辛

苦，在医生那里配了药以后就继续回去

排练。”元旦当天，演出吸引了大量村民

前来观看，精彩的节目赢得了一致好

评。这以后，元旦文艺会演年年举办，

每年都由胡萍全权负责，直至她调离这

所山坡上的小学。

“我记得离开那天，很多学生的眼

眶都红了。”她感慨道，“现在回忆起来，

这段经历是最难忘的，也是最纯粹的。

有些学生一直跟我保持联系，逢年过节

都会发消息或者打电话来问候。”

在音乐课堂中传承中华文化
2002年，胡萍调入刚成立的安吉

实验初中，担任音乐教师。随着对音乐

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她发现民族音乐

教学逐渐走入困境。很大一个原因是，

包括她本人在内的音乐教师们在高校

学习时，大量接触的是西方音乐，这和

我国的民族音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

系，以至于很多教师不知道如何教学民

族音乐。胡萍想到了把古诗文吟诵作

为切入点。

“自古诗乐同源，古诗和民族音乐

一样都是讲究节奏、情感和意境的。”胡

萍解释说，“一开始我是想在课堂上唱

一下古诗词、听一下民族音乐，后来才

想到把古诗词融入音乐学习。”于是，经

过5年的实践探索和精心打磨，2019

年，胡萍把诗乐教学方法纳入日常音乐

教学，推出了省级精品课程“诗乐”。

2019年中秋节前夕，胡萍给学生

们上了一节不一样的音乐课：她让学生

自由选择一首描绘月的诗，鼓励他们用

自己的方式把这首诗唱出来。各班还

要推选好的作品，参加学校的吟诵表

演。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迫不及待地

创作起来：有的用无伴奏合唱表演《春

江花月夜》，有的模仿昆曲的唱腔演绎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还有的干脆

套用流行歌曲的旋律高歌一曲《渡荆门

送别》……“这样全开放的课堂唯一的

缺点就是收不住。学生们在课上非常

兴奋，不知不觉一节课就过去了，最后

只能意犹未尽地离开音乐教室。”胡萍

笑着说。

帮助更多音乐教师成长
多年的一线教学经验让胡萍萌发

了传播教育理念的想法。2016年，胡

萍在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名

师工作室。

“除了疫情停课时期，我们工作室

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结合课堂教学的

线下活动。”胡萍告诉记者，“我会安排

学员轮流开课，然后大家一起观摩学

习，对课堂中出现的问题展开研讨。一

节课从开始的创意想法到最后的成果

展示，中间可能要经过无数遍打磨。”带

着这样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短短几年

间，工作室成绩斐然：5人被评为县教坛

新秀，1人被评为县教学能手，4人获市

优质课评比一等奖，1节微课获全国三

等奖，2门课程被教育部列入“国培计

划”培训课程。

目前，“胡萍名师工作室”已经会

聚了13名有志于乡村学校音乐教育事

业的青年教师和近百名线上学员。其

中，来自昌硕小学的殷佳雯显得尤为

特殊，因为她在初中时期是胡萍音乐

课上的课代表。

“初中时我就很喜欢胡老师的音乐

课，后来也是在她的鼓励下选择了音乐

专业。”2015年从杭州师范大学毕业

后，殷佳雯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小学音乐

教师。她说：“胡老师告诉我要转变教

学观念，要学会让学生站在课堂中央，

要注重课堂的音乐性、人文性等，我在

她身上学到了很多。”

温岭市松门小学
家长进“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江文辉）近日，温岭市松门

镇中心小学将一年级学生家长请进了“课堂”，重

新做了一回学生。

在一（3）班教室里，语文教研组组长林海红以

“好习惯成就孩子的一生”为主题，从入学准备、作

息时间入手，就正确的书写阅读姿势、良好的学习

习惯及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等家长关心的问题，

做了经验分享。

这一堂课有50多分钟，家长们听得非常认

真。家长毛罗依说，孩子步入小学了，自己确实有

些焦虑，不知道该如何管教孩子，班主任的“家长

课堂”让她受益匪浅。

林海红介绍，一年级学生刚刚离开幼儿园进

入小学，肯定有很多家长不了解这个阶段应该如

何教育、管护孩子，“家长课堂”可以让家长了解

基本做法，提升家长的教育理念，带动家长更好

地配合学校，“家校合力，让孩子朝着更好的方

向发展”。

遂昌县北界小学
开展心理筛查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楼芳波 雷雅莉）近日，遂昌

县北界镇中心小学开展了“放飞心灵，快乐成长”心

理筛查活动。

本次活动对高低年级采用不同的筛查方式。

一、二年级学生在班主任的组织下，开展心理健康

主题班会。班主任通过全班交流、单独沟通等方

式，了解、评估学生的心理状况。三至六年级学生

则在班主任和心理教师的指导下，在专业测评软

件上完成“学生心理健康测验”“小学生心理健康

量表”，测评自身心理健康状况。

心理筛查活动能够让学生关注自身心理健

康，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观念。同时，结合筛查结

果，对心理健康状况存在隐患的学生，心理教师将

和各班主任一起制订合理有效的危机干预方案，

全面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发展。

近日，在诸暨市浣江幼儿园教育集团菲达幼儿
园，大班的小朋友人人都多了一个弟弟或妹妹——
每个人都与小班的孩子签署了一份“结对协议”。
“协议”约定大班孩子将和结对的弟弟妹妹一起
吃饭、玩耍、阅读，以此帮助小班孩子尽快适应并
喜欢上幼儿园生活。图为大班孩子给小班的弟
弟讲故事。

（本报通讯员 吴小丹 吴燕红 摄）

胡萍：让音乐课堂“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创新项目助锻炼，急救知识保安全
——浙江中小学特色健康教育观察

视点第

9月10日，杭州亚运会进入倒计时一周年。为迎接
亚运会，建德市李家中心幼儿园开展“迎亚运 健康鼓舞”
课间操活动，将舞断龙、打腰鼓等当地民俗技艺融合创编
为独特的课间活动项目，引导师生健康运动。

（本报通讯员 廖艳芳 摄）

“鼓舞”迎亚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