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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理萌

做有温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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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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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认为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是关键
■往届中考，考生们在进行长跑考试

本报记者 曹雪琴 摄

上周，我市小学生完成期末考试，很多学生拿到了寒假作业，不仅要完成语数英的作
业，还有一份体育作业。
日前，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中考招生制度改革意见，根据新规，未来云南初中生中考时，中
考体育与语文、
数学、英语并列 100 分。消息引发热议。
记者梳理了我市中考体育近年来的政策变化，发现我市体育中考分值逐年提升，考试项
目微调。一线教师认为，只要坚持锻炼，
体育中考拿高分不难，
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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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中考体育
考什么？

本报记者 肖郅朋/文

云 南 省 中 考 体 育 占 100
分，话题惹热议

东莞体育中考分值逐年
提升，考试项目微调

“中考体育与语文、数学、英语
近十年间，东莞体育中考的分
并列 100 分的消息”引发热议。记
值和项目也在不断变化中。2010
者也就此话题采访了多位东莞初
年中考体育成绩由原来的按 30%折
中学生家长，孩子在南城阳光实验
算上调为按 40%折算后计入学业考
中学上初一的叶先生对此举还是
试成绩总分，分值为 40 分。
比较支持和赞同的，他告诉记者，
2011 年中考体育分值从 40 分
中考体育分数的提高也反映了整
增至 50 分，选考项目也从之前的三
个社会对孩子体质的重视，这种趋
项变成五项，其中篮球半场来回运
势应该是好的。孩子的身体健康
球上篮、足球 25 米绕竿运球为该年
是第一位的，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
首次增加的选考项目。
都等于零。他还希望孩子能在学
2013 年，东莞中考体育考试分
校接触多一些体育项目，选择一个
值将从往年的 50 分提高至 60 分，
自己热爱的，当成终生锻炼的一项
选考项目增加男子引体向上。
项目。
2014 年，按照省教育厅的要
另一位初中家长李女士则有些
求，体育考试成绩由《国家学生体质
担忧，她觉得现在初中学生其他的
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和现场考试成
课业负担已经不轻了，体育那么多
绩两部分合成，其中《国家学生体质
分如果家长实施不科学，也有可能
健康标准》测试成绩占5%，
现场考试
成为孩子负担，且对体质较差的学
成绩占 95%。合成后的体育考试成
生可能也不是很公平。
绩按 60%折算后计入学业考试成绩
而在松山湖实验中学体育科
总分，
则体育考试成绩满分为60分。
组长卢成枝看来，近年来，各省市
2019 年 10 月，市教育局公布
对于体育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东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
这 应 该 是 个 好 现 象 ，至 少 反 映 各
健康科目考试实施方案（2019 年修
届对于学生体质的重视。目前东
订）》，方案提出，2021 年起，体育考
莞体育中考分值是 60 分，这几年
试成绩按 60%计入初中学业水平考
全市学生的体育中考平均分在 58
试总分，游泳纳入中考体育考试必
分左右。
考项目选考之一。

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是关键
体育中考的分值和项目的不断
变化，在卢成枝老师看来，这样做的
意义和目的其实重在引导学校、
家庭
和孩子重视体育。中考体育考试的
时间在初三下学期，每年 4 月份左
右。这个时间临近中考，
学生们的学
业压力加大，
体育锻炼在这个时间段
更变得奢侈。加上很多学生和家长
认为只要腿脚勤快，
考前多跑几圈多
练几次就可以拿到满分。但这些想
法都是错误的，
体质的提升靠的是日
积月累的锻炼，即便将体育纳入中
考，如果仅仅只是考前突击锻炼，对
于体质提升并没有什么作用，
相反可
能因为运动量过大对身体造成损伤。
他表示，上好“体育课”，不仅仅
是学校的事。需全社会共同努力。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他建议家
长要以身作则，做好强身健体表率，
放下电子产品，多陪孩子锻炼；从小
培养孩子体育运动的好习惯，每天
保持一到两小时的运动量；政府和
教育系统也要解决好场地、安全、配
套措施等问题，为高质量体育课做
好保障。对于体育中考，其实家长
不必过分担心，只要学生基础不是
特别差，愿意付出，配合老师锻炼，
在东莞现行的考试制度下，体育中
考拿个高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021 年起，中考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内容
包括两大板块，其一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测试；其二是现场考试。考试总分为 100 分，
其中《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占 10%，现
场考试占 90%（其中体能素质考试 10%、必考项
目和选考 80%）。合成后的体育与健康科目考
试成绩按 60%计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总分。
现场考试包括体能素质考试、必考项目考
试和选考项目考试。
体能素质主要考查学生的动力性力量素
质，每年考前由市中招办从以下内容中统一抽
取男、女各一项内容进行考试。考试项目包括：
双杠一分钟杠端跳起支撑前摆下，一分钟直腿
仰卧两头起，单杠引体向上（男）、单杠平行梯悬
垂攀移（女）。
必考项目主要考查学生持续运动的能力。
包括 1000 米（男）、
800米（女），
100米游泳（不限泳
姿），
由考生从中选择一项进行考试。换言之，
考
生既可选择跑步，
也可选择游泳，
作为必考项目。
评分标准方面，
1000 米（男）跑步 3 分 20 秒、
800 米
（女）3分05秒即可获得该项目满分。
选考项目考试主要考查学生个性化的运动能
力。每年考前由市中招办从篮球运动能力、
足球运
动能力、
排球运动能力、
动作技能组合和动作技能
五类项目中各抽取一项内容，
共 5 项，
供考生选择
其中一项进行考试。其中，
动作技能组合考试内
容为十字障碍跑、
三角形蛇形跑、
素质四项：
连续
完成俯卧撑 8 次（男）、
6 次（女），
跳跃 5 个障碍，
连
续前滚翻 2 次，
30 米跑。动作技能则包括 60 米跨
栏跑、
上步三级跳远、
投掷实心球。

温馨瞬间 镜头下的幼儿园生活

前不久，杭州一位小学班主任为全班 39 名同学每人都画
了一幅漫画肖像，画作栩栩如生，评语幽默风趣，广受好评。
无独有偶，
甘肃省兰州市一学校的小学生收到校长手写“新年
贺词”
，
同样颇受关注。
无论是学生“漫画肖像”
还是手写“新年贺词”，
不难看出，
人文关怀也是学校教育中重要的一环。在电子通信发达的年
代，
书写更显珍贵。班主任为全班学生每人画一幅漫画肖像，
体现出的不仅是班主任对每位同学的了解，是从平时的教育
工作中不断积累的经验；
还以身作则地展现了“爱的教育”，
学
生感受到“爱”，
感受到被重视，
这份温暖的爱将鼓励他们继续
前行。
“校长”在很多同学的印象中，是印在宣传报上的“大人
物”，是开全校大会时在讲台上发言的“领导者”，当孩子们收
到校长亲手书写的“新年贺词”后，会感觉到校长并不是一个
“遥远的存在”
，
而是在身边关心自己的长辈。
教育应该有温度，
我们常常呼吁不要冰冷的“应试教育”，
不能让学生成为考试机器。教育减负在行动，人文关怀不能
少。人文关怀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对于学生来说，在一个
充满温暖和爱的地方长大，
有助于身心健康发展，
也会对学生
的学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何让学生更好地发展，是人文
关怀的重点内容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班主任都给学生画
“漫画肖像”，
要求所有的校长都给学生手写“新年贺词”，
这些
行动正是因为出于教育者的本心而为才显得真诚与珍贵。模
式可以参考，
行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来，
要让学生体会到学
校对他们始终都是有关爱与支持的。比如去学生家中家访，
与家长聊聊孩子的事情，
多说些鼓励的话；
每学期的给学生的
评价，
杜绝从网上复制一些宽泛地夸奖学生的内容的行为，
而
是从平时的教育工作中多体会不同学生的特点，给予学生相
应的表扬与勉励。不同学校的老师，
也可以多多互相交流，
借
鉴彼此的经验，
将
“爱的教育”
一起传递下去。

我市 20 位援疆教师
完成支教任务归来

本报讯 （记者 张理萌）近日，
我市 20 名第一批
“援藏援疆
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支教教师圆满完成一年半支教任务归来。
“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
是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实施的项目，
旨在建立西藏、新疆与内地学校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常态化
机制，缓解西藏、新疆受援地优秀教师不足的矛盾，辐射带动
西藏、新疆受援学校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高西藏、新疆基础
教育质量，培养爱党爱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
接班人。首批从 2018 年秋季学年开始，按照省教育厅要求，
我市选派了 20 名中小学骨干教师赴新疆建设兵团第三师学
校支教。
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援疆支教教师充分发挥骨干
示范作用，在承担学科教学和班级管理任务的同时，组织教研
活动，开展业务培训和教学指导，与当地教师组成教学团队，
带动受援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学水平和育人管理能力，帮助
受援地打造一支
“带不走”
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东莞中学南城学校
招聘语文、
英语教师
本报讯 （记者 张理萌）记者日前从东莞中学南城学校
获悉，因工作需要，该校向社会招聘初中语文、英语临聘教师
各 1 名。要求年龄 45 岁以下（含 45 岁），身体健康。全日制
本科以上学历，持有初级中学以上教师资格证（2020 届大学
本科毕业生提供在校证明）。聘用时间为 2020 年 2 月—2020
年 7 月，
表现优秀可续聘，
年薪 8 万—11 万元（与职称相关）。
应聘者请在 1 月 13 日前将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
件、学历证书复印件、中学教师资格证复印件、职称证书复印
件连同个人简历和其他证明个人能力的材料复印件图片发
送到 dgzxncxx@126.com，或邮寄到东莞市南城街道莞太大
道育才路 13 号东莞中学南城学校校务办公室。东莞中学南
城学校提醒应聘者，材料保密，恕不退还，请勿直接来访。该
校将电话通知初审合格者到学校考核（考核时需带身份证、
户口本、学历证、教师资格证、职称证等证书原件）。考核和
体检合格即试用 1 个月，
试用合格即聘用。
东莞中学南城学校（东莞市南城中学）是由百年名校东
莞中学教育集团与东莞市南城街道办共建的一所公办初级
中学。
东莞日报设有多个家长交
流群，
群里有专家免费接受咨询，
针对群友还会不时举办读者活
动。请加小编微信，
受邀入群。

“幼师风采”
摄影作品展开幕，
为期两个月免费展出
本报讯 （记者 张理萌）幼儿
园老师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承担
重要角色。1 月 8 日上午，东莞市
幼儿园“幼师风采”摄影作品展开
幕式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本次摄影展共展出 212 幅获奖
摄影作品。一幅幅摄影作品充分
展示出我市各幼儿园教职员工及
家长们对学前教育无比炽热的情
感，浓厚的尊师重教风气，饱满的

■《稚幼的母亲》
沙田镇第一幼儿园 何文颖 胡文慧/摄

创作热情和扎实的艺术功底。展
出的作品体现师幼互动及良好的
师幼关系，展现教师在保教过程中
支持、引导、鼓励幼儿自主游戏、运
动、学习、生活等精彩瞬间；展示教
师在家长工作、亲子活动等方面的
专业行为；诠释了幼儿教师平凡而
又不可替代的职业特点。
东莞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健表
示，送评的摄影作品中，每一位老
师的表情、眼神、动作都是对幼教
行业责任的最好诠释。他对我市
广大幼师提出希望。首先做有爱
心有耐心的好老师。要时刻保持
对幼儿生活的关注，尽可能满足幼
儿多样化的需求；其次，做有理想
有信念的好老师。高素质、专业化
的幼师队伍，是高质量学前教育和
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再次，
做懂孩子爱孩子的好老师，幼儿的
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决定了
孩子们的学习内容和形式与小学
生不同，幼儿园的学习是整体性、
综合性的。

东莞日报教育学堂
专业、权威、原创
本土教育资讯第一家

■《早操进行时》

凤岗镇中心幼儿园 周富荣/摄

■《做孩子的大朋友》

道滘镇济川幼儿园 黄秀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