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南中学 走体育特色之路 奠精彩人生之基
“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

则中国强”，青少年体育是“少年
强”“体育强”不可或缺的基石型
支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增强青少年体质和培养健
康体魄，是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
内在要求。

巴南中学紧紧围绕“责任教
育”的办学特色，以女足、排舞两
大特色项目为抓手，以德育渗透
体育践行立德树人。让每一位
学子实现全面发展，奠基精彩人
生。

重庆市首批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重庆市青少年校园足球优
秀学校、培养28名国家一级运
动员，荣获2016“卓尔杯”全国中
学生足球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冠
军、重庆市U-19校园足球联赛
和重庆市校园足球锦标赛均荣
获全市亚军……

荣光背后，是巴南中学以体
育特色撬动质量提升的教育思
考。

2012年，巴南中学在全区率

先引入女足项目，将女足作为突
破口项目，成立以一把手为组
长，分管德育副校长为副组长的
体育工作领导小组，确保体育工
作常态化、专业化开展。

学校通过选拔、外聘、人才
引进等，不断拓宽师资建设渠
道。目前，学校共有专业足球教
练4名，包括西南大学足球专业
优秀毕业生、退役专业运动员和

引入的优秀足球教练。
球队成立之初，部分家长担

心训练会耽误孩子的学业，但经
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家长发现原
来调皮捣蛋的孩子因为踢球变
得有纪律性，上课更加专注了；
也有家长发现，孩子之前比较内
向、腼腆，经过集体训练，变得外
向、活泼、自信了。球队也由1名
兴趣队员增加到70余人的专业

梯队。
女足项目让一朵朵“铿锵玫

瑰”迎风绽放，散发出多彩人生
的芬芳。2018年成功考入浙江
大学的范铃铃就是其中一个典
型。加入足球队前，范铃铃成绩
平平，也不爱与同学们交流。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她不仅变
得自信开朗，在学习上也有了动
力，最后成功考入了自己做梦都
想象不到的浙江大学。

像范铃铃一样将人生精彩
之球踢进成功球门的还有很
多。2018年，范铃铃、杨丽、雷心
雨、唐希雅、尹贝儿等8位同学，
凭借足球体育专长和较高的综
合素质顺利升入浙江大学、贵州
大学、湖南工业大学、内蒙古农
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广西师
范大学等高等学府。

除此之外，巴南中学还为全
校学生开设体育课、健康课、锻
炼课等常规课程，并做到节节有
教案，堂堂有小结；学校开设全
校性足球社团，常态化举办足球
联赛、趣味足球赛，让每一个学

生都有机会了解、参与、热爱足
球运动。

通过由表及里的渗透，永不
言弃、团结拼搏的足球精神在巴
南中学生根发芽，促成了全校师
生积极向上、讲求责任的奋进意
识，成为润泽巴南中学学子成长
的重要精神力量。

女足项目搭建起巴南中学
与西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重
庆科技学院、重庆市第二十九中
学、第三十七中学等学校之间的
交流桥梁，学校相继被云南农业
大学、湖南工业大学确定为足球
基地学校。

在女足项目的带动下，学校
体艺工作实现质的飞跃，形成女
子足球、篮球、田径等竞技体育
队伍和体育选修、排舞、陶艺、扎
染、篆刻、书法、剪纸等特色突出
的体艺项目。学校巴风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2013年被评为市级
体育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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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福摩杯“舞动中
国—排舞联赛”全国总决赛在
杭州市滨江体育馆隆重开
幕。来自全国17个省、43个
城市约110支队伍，近1500
名参赛运动员齐聚杭州，荣登
国家级排舞巅峰殿堂。代表
重庆参赛的重庆市巴南中学
轻舞飞扬排舞队的13名排舞
队员，在教练雷雪梅、彭镜老
师的带领下经过两天5场的
鏖战，力克群雄，获得中学生
乙组规定曲目一等奖（第一

名）、串烧曲目一等奖（第一
名）、自选曲目一等奖（第一
名）、单人初级曲目一等奖（第
一名）、双人自选曲目二等奖
（第二名），并首次斩获全国排
舞中学乙组团体特等奖。

这样的“高光”时刻，闪耀
的是巴南中学体育特色教育
实践的又一张靓丽名片。

作为发源于美国70年代
乡村舞蹈的一种体育舞蹈，排
舞以其健身性、娱乐性、观赏
性、趣味性深受欢迎。排舞不

仅能够有效缓解学习压力、提
高人际交往能力，更能强体塑
形、修身养性，具有较高的健
体、健心、健脑、健美价值。
2013年，巴南中学引入排舞
项目，以全校性的大课间活动
和专业排舞队为载体，走特色
发展之路。每到学校大课间
时间，全校学生跟随节奏明快
的音乐齐跳排舞，场面蔚为壮
观；学校成立“轻舞飞扬”专业
排舞队，遴选具有排舞潜力的
学生组成 16-18 人常规队

伍，聘请国家级专业教练进行
训练，为排舞高水平技能的学
生提供上升平台；在学校排舞
特色氛围的感染下，巴南中学
教师自发组成校园教师排舞
队展开常规训练和参赛，构成
巴南中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今，巴南中学师生“人
人会排舞、人人爱排舞”，排舞
不仅成为巴南中学一项特色
体育项目，更是一张鲜亮的巴
南名片。

伴随着欢快的下课铃声，孩子们
结束了一上午的学习到食堂就餐。
为缓解就餐压力，学校按初中、高中
分时就餐。但不论是哪一个年级，几
千人就餐后的食堂都能做到桌面、地
面整洁依旧。

原来，巴南中学以“育守责立身
之人”为办学宗旨，将“责任教育”办
学特色细化到贯穿到学校教育教学
之中，细化到学生日常行为习惯养成
之中，不断强化知行结合，强化劳动
教育。

学校将责任教育细化为“七讲”，
即对环境讲责任，学会敬畏与珍爱；
对自己讲责任，学会自律与成长；对
家庭讲责任，学会感恩与孝敬；对他
人讲责任，学会尊重与帮助；对集体
讲责任，学会守纪与协作；对社会讲
责任，学会担当与报答；对祖国讲责
任，学会忠诚与奉献等，让学生们在
校园、家庭、社会生活中找准定位，学
会担当。

不仅如此，学校还通过志愿者活
动、公益环保活动、爱心募捐活动等，
让每一个巴南学子都能在广阔的校
园天地，丰富的实践活动中习得责任
意识，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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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动排舞 跳出别样青春

活力四射的女足队员

体艺双馨 催生一校多品新生态

巴南区，有这样一所单办高
中：她是重庆市联招学校、重庆
市文明礼仪示范学校、重庆市家
长示范学校、重庆市第四批体育
特色学校。她先后斩获2018年
重庆市跆拳道锦标赛45KG级冠
军、巴南区跆拳道锦标赛48KG、
63KG级两项冠军，2018年全国
中学生网球大赛单打、双打季
军，2019年全国轮滑球比赛亚
军、季军等多项荣誉……她就是
重庆市鱼洞中学校。

历经五十载沧桑巨变，鱼洞
中学秉承“让学生成才，让家长
放心，让社会满意”的办学宗旨，
坚持“让每一个学生健康发展”
的办学理念，确立以学生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实施“五个全面”战
略布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
落实体艺课程、强化体艺活动、
优化体艺师资等方面为着力点，
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高质
量推进，大力推进体艺特色+，形
成了“大体艺教育”的工作格局，
绘就了“体艺双馨”的鱼中蓝图，
成就了孩子的精彩人生。

体艺课程丰富多彩
培养体育素质、审美情趣

“当球从抛起的最高点下降
时，发球员方可击球，使球首先
触及本方台区，然后越过或绕过
球网装置，再触及接发球员的台
区。”刘恽老师在鱼洞中学的兵
乓球选修课上，以师生对练的方
式，向学生传授接发球的技巧。
只见刘恽老师用手灵活地挥舞

着球拍，步伐轻盈地移动，动作
行云流水，引来围观同学们的一
阵阵惊叹。

充满活力的乒乓球选修课，
不仅调节了学生身心，还提高了
学习效率。乒乓球选修课的开
展是鱼洞中学打造多样化体艺
课程，推进体艺教育的一个缩
影。更多体艺课程得到普及和
创新。比如，在足球选修课上，
冯东老师采取教学比赛、趣味游
戏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金鹏老师的音乐课围绕每个
月的德育主题，演唱、品析音乐
作品，营造班级天天有歌声的氛
围。

“体艺学科是中学教育课程
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其他学
科一起担负着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重要使命。打造体艺校本
课程，要创新形式，凸显体艺办
学特色，使体艺教学能够真正顺
应学生的身心成长需要，抓住学
生的心。”鱼洞中学校长苏毅说。

因此，鱼洞中学结合各自特
色，按照学生身心发展需求，开
设了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健美操等八门体育选修
课，编写了相应课程的校本教
材。同时，该校推动体育走班在
校园有效落地；开设美术、音乐
表演、舞蹈、播音与主持、编导等
12门艺术课程，还成立了重点美
术班和重点艺术班，通过优化课
程设置，细化教学内容，做到文
化与专业水平双一流。

体艺课程开展得有声有色，
离不开优秀专业教师的付出。

据了解，鱼洞中学共有体育教师
12人，音乐、美术老师6人，除了
选派体艺教师参与各类培训与
学习，更好地提高自己的专业水
平，该校还聘请了各类专业老师
担任教练，为学生更加专业化的
训练“保驾护航”。

如今，以新课程改革为契

机，以“体艺见长、全面发展”为
目的，实施体育走班教学，开展
特色艺术课程，学生既能掌握相
关的体育基本知识和1—2种锻
炼身体的方法，养成终身体育的
习惯，也激发了他们的艺术热
情，提升了他们的艺术人文修
养。

体艺活动百花齐放
学生都是体艺“小明星”

“激情飞扬，超越梦想，挑战
极限，创造辉煌。”“团结拼搏，挑
战 自 我 ，爱 我 鱼 中 ，耀 我 中
华。”……看过鱼洞中学跑操或
跑操视频的人，多用“震撼”一词
来形容自己的感受，一个班级就
是一个雁阵一样的团队，以它整
齐一致的步伐，震天撼地的口
号、昂扬抖擞的精神、气壮山河
的士气，跑出了激情、青春、活
力，更是跑出了独具特色的“鱼
中精神”。

如今，鱼洞中学的课间跑操
已成为学生锻炼身体、班级团队
精神打造、学生意志力培养的有
力载体，受到各级领导、学生家
长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事实上，在鱼洞中学，异彩
纷呈的体育赛事活动一直是学
校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鏖战方
酣的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
等比赛，提高了战术的运用能
力，增进了学生之间的友谊；紧
张激烈的校园健康运动会，挥洒
着少年们的青春与激情，展现了
勇攀高峰的体育精神……

鱼洞中学举行的一系列主
题式艺术活动也同样展现着独
特的魅力。每月一台主题晚会，
在线直播，德育主题鲜明，节目
质量上乘，深受师生欢迎，艺术
育人功能突出。

类型多样的体艺活动，为学
生尽情施展体艺特长搭建舞台，
营造校园体艺活动的良好环境，
为每个学生的幸福成长奠基，彰
显了学校的体艺特色，促进了学
生体艺教育常态优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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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洞中学校体艺教育开展有声有色

学校跆拳道队训练中

一次午餐背后的
责任教育

关注重庆德育一体化建设·走进巴南

学校市级排舞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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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提
高竞技体育运动水平，保障学校体育
事业繁荣发展，鱼洞中学确定“校企
合作是体育特色闪光点，校校联姻是
体育特色关键点”的专业发展思路，
给体育突出的特长生，提供专业指
导、专属定制、科学训练。

梯队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鱼洞中学与莲花小学、巴南实验中学
等形成“小学—初中—高中”一体化
梯队培养模式，与西南大学、二师、武
汉体院、成都体大、四川工商学院等
形成友好互动，打通了高水平运动员
培养的最后一公里。

校企、校校合作以来，鱼洞中学
取得的成绩斐然：在 2018 年 9 月，引
入容秀训练基地，仅仅一个月，就首
次获得全区兵乓球锦标赛高中组混
合团体冠军，同年，梦之航体育入驻，
不到30天，就获得了全区羽毛球锦标
赛甲组女单冠军、混合团体一等奖，
还与区网协、足协、羽协、跆协等协会
达成了框架式协议……

今后，鱼洞中学将继续深化校
企、校校合作，不断提高青少年体育
训练质量，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工作深入开展，为建设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校企、校校合作
培养高水平运动员

鱼洞中学在2019年全国轮滑球比赛中荣获女子轮滑冰球队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