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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课堂

师说心语

习作

忙乱的早晨
■ 杨鑫蕴

晨曦徐徐拉开了帷幕，又是一个绚丽的早晨。
开学第一天，“叮铃铃、叮铃铃……”闹钟准时响

起，打破了我的美梦。“困死了，再睡一会吧！”我心
想。等我慢吞吞爬起来时，我才发现自己快迟到
了。我马上刷牙、洗脸、吃早饭，然后又急急忙忙换
衣服。

“我的袜子去哪了？”我喊着。妈妈把房间翻了个
底朝天，也没有找到，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
转。妈妈说：“你再去柜子里拿一双袜子吧！”我跑到
柜子前，一弯腰，才发现袜子已经穿在脚上了。我忍
不住笑了起来，妈妈也笑了。我赶紧背起书包，打开
大门冲向学校。到了学校，我才松了一口气。至此，
早晨忙乱的“交响曲”告一段落，我又开始陷入学业大
战之中。

（作者系海口海天学校四一班学生）

法治课堂五部曲：读、讲、看、说、演
■ 朱小超

掌握学习方法
告别“哑巴英语”
■ 吴中庆

我很喜欢学习英语，年轻时学完《新概念英语》1至
4册，又学习了《高级英语》（上下册）。与此同时，大量
听读各种英语材料，包括英语广播、报刊、书籍等。我
将自己的外语学习方法总结为：学习外语课本，从初级
水平、中级水平一直学到高级水平，然后围绕听说读写
译，进行大量练习直至技能娴熟。这是我作为视觉型
学习者的外语学习方法，听觉型学习者可以从听说入
手，不断提高外语水平。但是，无论你使用哪种外语学
习方法，外语发音（通过国际音标来学习）、外语词汇和
外语语法是学习的基础，是决定外语学习成败的关键。

除了能听能读，还要学习说和写。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我就热衷于参加各种英语角，刚开始参加非英
语母语者主讲的英语角，然后再参加英语母语者主讲
的英语角和英语沙龙。我从高一开始学习英语，那时
就开始用英语记日记。

学习外语时，多读多听是关键，这两者被语言学
者称为“输入”（Input）；没有输入或输入的质量不够，
何来“输出”（Output，即说和写）。英语听读太少，
你的说写就会言之无物。难怪一些人会抱怨，跟老外
有什么好谈的？阅读英语国家的报刊和书籍是学习
英语良好的助推器。那些优秀的书刊，例如《经济学
人》（the Economist），《卫报》（the Guardian），《纽
约时报》（New York Times），《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英国企鹅出版社的“企鹅经典丛
书”（ Penguin Classics），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
世界经典丛书（The World's Classics），美国班特姆
图书公司的班特姆经典丛书（The Bantam Classics）
等，都是很好的英语阅读材料。

学习外语时，说写的能力最能体现学习者的外语
水平。很多国内的外语学习者羞于说外语，缺乏与母
语者的交流，这样就导致“哑巴外语”的盛行。国内的
外语课堂也缺乏听说外语的环境与机会，这让“哑巴
外语”的现象更加严重。其实，说话是人的一种本能，
说外语并不难，说外语的过程就是不断造句，并与人
交流的过程。学说外语，可以从模仿跟读开始，逐步
进入会话阶段。与英语母语者交流500小时以上，是
达到流利英语的基本条件。

学习外语时，写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外语
写作可以从模仿开始。多读几遍你喜欢的散文、议论
文或短篇小说后，开始进行模仿写作练习，逐渐再过
渡到独立写作。完成外语写作之后，若能请母语者进
行修改，并从这些改稿当中学习，就能不断提高外语
写作水平。

学习外语要付出努力坚持不懈。学习者不能懒
惰，因为懒惰是学习外语的第一大敌。遵循正确的学
习方法，对外语学习具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个人的
努力，就能学好外语。

（作者系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英语讲师）

白天吃外卖、刷微博，夜里玩网
游、看美剧……如今，许多大学生常
常被贴上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
的“标签”。

“如今，只要点点手机，外卖就
能直接送到宿舍楼；外出时，也无需
再步行去挤公交，用拼车软件就能
顺利打到车。”许凡静说，互联网在

给大学生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潜
移默化地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习
惯，让他们“迈开腿”变得越来越难。

此外，由于电子产品不断占据
日常时间，许多大学生都“没空”进
行体育锻炼，肥胖成为不少人的“老
大难”问题。

2017年发布的《中国学生体质

监测发展历程》显示，我国大学生体
质呈下降趋势，肥胖率以每5年提
高2%到3%的速度持续上升。海南
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张
庭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从1985年
至今，我国总共进行了6次全国学
生体质健康调查，结果令人担忧。

“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许多

地区和学校追逐分数、成绩，学校体
育常常变成‘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
要，做起来不要’的一项工作。”张庭
华指出，部分中小学校为了避免运
动事故的发生因噎废食、“谈跑色
变”。许多学生在高考前没有养成
良好的运动习惯和掌握运动技能，
在大学体能测试时难以达标。

我省高校频出“硬招”改善大学生体质

高校体育课，让大学生“动起来”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90分钟的体育课中，用30分钟
进行体能练习，学生的运动负荷比
往年增大。这是海南师范大学今年
试行体育教学改革的部分要求。

张庭华还记得，过去学校上体
育课时，许多学生排着长队慵懒地
往一个个篮筐投篮，许多人穿着裙
子、牛仔裤和皮鞋。张庭华说，这暴
露出一种态度，“在他们眼里，上体

育课就像在玩游戏。”
据了解，海南师范大学体育教学

改革主要参照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
式进行，这种模式强调三个关键要
点：运动负荷、体能练习和运动技
能。“每节体育课都要求学生进行体
能练习，体能练习、技能学习时间需
占课程总时间的75%。”张庭华说，这
些规则让学生在“大负荷、大密度”的

运动中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
同时，海南师范大学体育课也

在变革。传统教学中，一节课只教
单个技术，现在更强调传授结构化
的知识和技能。张庭华举例说，在
开展篮球教学时，教师除了要教学
生们投篮，还要传授相关的运球、传
球、上篮等系统技能，并结合对抗练
习，解决学生在技能应用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
“大学生体育锻炼要先有量，再

有质。”张庭华认为，大学期间,大学
生摆脱了高考压力又未面临工作压
力，此时加强体育锻炼至关重要。

洪家云表示，本科时期是大学生
们强健体魄、为将来步入社会打好身
体基础的绝佳时机，学校要引导学生
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

点开APP、迈开步子，加入“跑
步大军”……在三亚学院，这已经成
为许多大学生课后锻炼新风尚。他
们三五成群，跑过绿树成荫的“几何
小径”，途经椰影婆娑的湖边栈道，
尽情享受运动带来的愉悦心情。

2015年，三亚学院便开始尝试
运用运动APP督促学生跑步，到
2016年全校大一、大二学生都加入
了“跑步大军”。学生们定期在微信
群里上传“战果”：一张张APP截
图，记录着他们每次跑步的里程、配

速等信息。
“学校运用运动APP的初衷，

是想激发学生们的锻炼兴趣，帮助
他们强化体质。”三亚学院体育学院
教师胡兴黎介绍，学校体育老师会
根据各自教学情况，对大一、大二学
生提出一定的硬性要求，“比如每周
跑几次，每次跑几圈，在多长时间内
跑完等。跑步情况计入体育课平时
成绩，但不会导致学生‘挂科’。”

胡兴黎发现，启用运动APP后，
大学生们锻炼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身体素质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从
2015年至2018年，三亚学院学生体
质测试达标率从70%提升至81%。

“体质测试主要是检测学生的
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学生们通过
运动APP养成跑步习惯后，心肺功
能得到提升。”胡兴黎说。

在海南大学，许凡静等大一学
生面临的头道体育关卡是游泳。海
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大学体育部获
悉，该校开设游泳课已将近21年。
大一第一学期，新生们要统一接受

游泳技能入校测验；第二学期，学校
会专门开设游泳课，重点帮助不会
游泳的学生掌握游泳技能。

海南大学体育部副主任洪家云
表示，该校给每位新生都提供了10张
免费的“游泳卡”，鼓励他们课后到游
泳池多学多练。学校今年还计划新建
一座游泳池，为学生们提供更充足的
训练场地。此外，还专门请人录制了
游泳教学视频，本学期将运用到教学
中。此举可以让学生们在课后随时随
地查阅分解动作，尽快学会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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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网络走向操场 体育锻炼正当时

运用APP督促学生跑步 多所高校出“硬招”

上网太忙“没空”锻炼 大学生体质令人忧

关注

3 月的海南
大学花开烂漫，
该校大一学生许
凡 静 却 无 心 观
景，只顾加快脚
步向校外走去。
“我现在要去学
游泳。”许凡静边
走边对海南日报
记者说。

据了解，海
南大学学生大一
时都要参加游泳
考核，通过考核
才能顺利毕业。
许凡静想在本学
期 游 泳 课 开 课
前，让擅长游泳
的同学先给自己
补补课。

启动游泳课
“一票否决”制，
利用 APP（手机
软件）督促学生
跑步，加大体育
课密度……近年
来，为改善大学
生体质，让大学
生“动起来”，我
省多所高校在体
育课上频出“硬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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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秋季开学后，《道德与法
治》教材开始取代原来的《思想品
德》教材，进入中小学课堂。与旧教
材相比，新教材最大的特点是内容
上更加强调对中小学生的法治教
育，课堂组织上更加强调对学生学
习行为的改进。为了贯彻落实新课
程设置的两大特色内容，在法治教
育教学实践中，我尝试探索出集

“读、讲、看、说、演”于一体的课堂五
部曲。

读

首先是读教材。上课前，我会
提前一周安排学生预习课文。预习
课文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通读
课文，突出文章的重点；二是查阅资
料，初步解决课本预习问题。上课
后，我先让学生齐声诵读课文，为接
下来的课堂教学做好准备，为课堂
教学营造学习氛围。

其次是读法治读本。为了配合
教材的学习，拓展学生的阅读面，我
建议学生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读
本，以周为单位，科学安排每周的阅
读量。

最后是读重点。课堂上，对于

一些重要的知识点，我会让学生齐
声朗读，进一步加深印象。

讲

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我
开始对教材进行讲解。我充分发挥
学校集体备课的优势，加大备课力
度，深入研读教材，充分了解知识
点，对学生进行讲解。

“讲”是教师的基本功，是教师的
看家本领。为了掌握法治课堂“讲”
的艺术，提高法治课堂“讲”的实效，
我向经验丰富的教师虚心请教，并在
课堂上大胆实践。首先，要注意“讲”
的包装，语言幽默风趣可以在第一时
间吸引学生；其次，注意“讲”的内容，
语言要简洁明了，让学生听得清楚听
得明白；再次，要注意“讲”的时机，让
学生充分参与课堂讨论，确保学生在
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看

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视
频学习资料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教学效果更好。有鉴于此，我很
重视视频资料在法治课堂上的运
用。首先，选取视频资料时，内容要

“经典”，切不可随手拈来、敷衍塞

责。平时我除了关注时事外，还会
借助“优酷客户端”“等选取能体现
教学知识点的视频。其次，视频资
料的呈现要“适时”，切不可目的不
明、毫无章法，更不能一味迎合学生
喜好，以看视频代替课堂教学。视
频资料可以用于开始的导入环节，
以埋下伏笔，营造氛围；也可以与知
识点的教学同步，进一步升华情感。

例如，针对教材中提到的“滥用
职权罪”“玩忽职守罪”“贪污受贿

罪”等犯罪行为，我在备课过程中搜
集了“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判
16年”等4个短视频，配合知识点的
教学在课堂上同步播放。

说

教学中，让学生当众阐述自己
的看法，有时比被动听教师的讲解
更有效，法治课堂不能缺少学生的
声音。学生的“说”可以体现在师生

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上，可以是
对某个法治问题的回答，也可以是
对法治思想的阐述。然而，教学实
践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相当
一部分学生不愿在课堂上“说”。为
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创新教学思路，
在学习小组之间引进竞争机制，并
以学期为单位做好阶段性评价。对
于表现突出的小组和个人，除了在
班级内部给予奖励之外，还会在家
长群中予以表扬。这些做法都大大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演

为了获得法治教育效果的最
大化，我尝试在班级里组织丰富多
彩的主题活动，让学生积极参与，
在表演中提升学习效果，提升法治
素养。

上个学期，我联合学科组在八
年级先后组织了“文明守信伴我成
长”主题演讲和“法治教育情景剧展
演”等大型主题活动。这个学期，我
们还将根据教材内容的设置，开展

“模拟法庭”“法治手抄报”等两项法
治教育活动，让这些活动在法治课
堂中展现出独特的魅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
属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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