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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勤，不索何获”出
自东汉张衡的《应闲》，意思是
人一辈子要勤奋努力，倘不积
极地探索研究，哪会有收获或
成就呢？

每一届初三学生新学期的
第一节体育课，我都会在黑板
上写上一组日期，比如这届学
生，2016.9.1，你坐在新桥中学
的教室里，那么 2017.9.1你会
在哪里？是省丹中、五中还是
别的地方，这一切都取决于你
这一年的努力。是呀！下一年
的这个时候我会在哪里呢？

记得初三第一学期，狠抓
冬训，我告诉学生不要害怕，只

要按照老师的要求按质按量完
成教学任务，不打折扣，就一定
会有好的收获，就会无限接近
满分。到初三第二学期 3月
底，经过上学期以及到3月这
段时间的训练，学生的大体情
况老师已经心中有数，此时就
要有针对性地消灭那些差生。
4项 40分，有的学生存在 1-4
项的薄弱，1-2项的好解决，
3-4项的就有点困难了，这时
候就应该重点针对他们有的放
矢。利用早锻炼、上午的大课
间、体育课、下午的阳光体育、
放晚学这些时间段逐个解决；
摸测以后，帮助学生选择项目，

其实这个在开学的时候，老师
就已经帮学生选好了2项，武
术、排球，剩下的2项就是从6
个项目里选2个，充分发挥每
个学生的特长，绝不拖文化课
的后腿，尤其是那些准备考省
丹中、五中的学生。快到中考
的时候，提前了解到本校的考
试具体时间段，有针对性地进
行人体生物钟的调节，将学生
的兴奋点调到最佳状态。例如
我校今年是上午10:10，那我就
将初三体育课全部调到上午第
三节课。

另外，还可采用不同的新
颖的方法，让学生乐于接受，勇
于练习，接受挑战。

引体向上：“手”爬楼梯；跑
步：少记时间，少报成绩；跳绳：
少记时间，多报个数；仰卧起
坐：多记时间，多报个数；排球：
提高标准，多多益善；实心球：
空手抓球，提升手指的力量
……学生是变化的，环境也是
不断变化的，如何有机整合是
我们教师常常思考的问题，不
反思，课堂永远是一潭死水，要
想课堂吸引学生，让学生愿意
上课，就要有一个源源不断的
清泉活水。“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古人已经为
我们总结好了。

赞美学生是人文精神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渗
透，体现了学生和老师人
格尊严上的平等。我们必
须以平常心去看待他们每
一个人的长处，肯定他们
的每一次进步，自然而然
就会善于发现学生的每个
闪光点，欣赏他们的价
值，从而树立起学生的自
信心和自豪感。比如孩子
今天书包整理得很好，教
室打扫得非常干净，能帮
小朋友解决困难……我都
会立即表扬，肯定进步。
这样会让孩子们认为老师
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他。
如果孩子认识到只有他表
现得很好，才能得到老师
对他的注意，他们就会尽
量表现得更好，以得到老
师的赞美。而对待学生的
失败和错误，不能采取责
骂、惩罚的态度，而要能

以一种广阔的胸襟给予谅
解、宽容和鼓励，并为他
们指出一条解决问题、改
正错误的途径。学生长期
生活在和谐、温暖、相互
信任、相互赞美的氛围
中，就能养成积极向上的
健康心理，就能以积极主
动的态度去学习新知识、
探索新方法、研究新问题。

请不要吝啬赞美，因
为赞美是春风，它使人温
馨和感激；请不要小看赞
美，因为赞美是火种，它
可以点燃心中的憧憬与希
望。作为—名教师，如能
时时以饱满的精神、欣赏
的眼光、鼓励的话语对待
学生，必能起到“随风潜
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
用。最后，由衷地希望我
们的老师在工作中及时有
效地发挥赞美的魔力！

相信孩子能行相信孩子能行
云阳幼儿园云阳幼儿园 陈迎陈迎

新年来临之际，幼儿园倡导节约
能源的环保理念，组织家长和孩子们
利用废旧物品制作灯笼，悬挂在园
内。在孩子们带来的作品中，有的做
工粗糙，有的非常精致，很容易分辨
出哪些是孩子自己完成的，哪些是由
家长代劳的。经过调查，很多孩子都
说爸爸妈妈根本就不让他们动手参
与，怕他们帮倒忙。

“过度保护”滋生的土壤

在家长的眼里、心里，孩子永远
都是孩子，更何况还都是学前的年
龄。所以家长们总是觉得孩子太小，
不会做的事情太多，低估孩子各方面
的能力。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你
不会”“小孩子懂什么”“你玩你的，别
管闲事”等。其次，有些家长性格比
较急躁，当孩子自己穿衣服或者吃饭
时，会嫌孩子动作太慢耽搁自己上班
时间；当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时，又嫌孩子做事质量不高。所以干
脆自己动手，“三下五除二”快速解
决，节省时间又保证了效果。美国心
理学家约翰·罗斯蒙德提出：“父母的
关爱和无原则的包办、代替，严重损
害甚至剥夺了幼儿自主意识的确立
和自立能力的锻炼机会，也是造成社

会对高分低能孩子非议颇多的原因
之一。”因此，作为幼儿教师，必须想
方设法改变家长观念，引导家长学会
放手，让孩子成长得更强壮。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园里开展了一系列可以体现孩
子主体性的活动，如“幼儿故事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幼儿毕业汇
报”等活动。在“幼儿故事会”活动
中，孩子们或者讲单口故事，或者
小组合作表演。这次活动，从主持
人到表演者全是孩子，家长作为观
众。在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为主
题的半日活动中，家长们亲眼目睹
了孩子们自己上厕所、自己收玩
具、自己吃饭、自己穿脱衣服。在
毕业汇报演出活动当中，孩子们全
面展示了自己在体育、艺术、智
慧、生活等方面的才艺。这些活动
让许多家长感触良多，尤其是在“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活动中，有的家长
甚至热泪盈眶，他们说，自己从来
没想到自己的孩子可以独立完成那
么多琐碎的事情。在这些活动的反
馈环节，许多家长都提到了“放手”
两个字，或许是孩子们自信的力量
感染了家长。

给孩子犯错的机会

幼儿园结合节日组织开展各类
亲子制作活动，如“庆三八水果拼盘
——献给妈妈的爱”。幼儿园准备了
大量的水果，和纸盘、塑料水果刀等
工具，鼓励幼儿制作水果拼盘并献给
妈妈。孩子切水果的动作比较笨拙，
切出来的水果也不平整，果汁沾满双
手，桌面一片凌乱，心急的家长经常
会忍不住想出手帮忙，在老师的耐心
劝导下，家长们忍住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孩子们呈现的拼盘大多简单、粗
糙，但还是得到了家长们的欣赏与鼓
励，满含微笑地品尝着孩子们送到嘴
边的水果。与此相类似的活动还有

“闲置物品义卖捐款”“图书漂流”等，
活动中，家长也应该做一名参与者、
合作者，不主导孩子的思考，不代替
做事，鼓励孩子在错误中获取经验，
直至孩子能够独立完成。

在家长们参与了这些活动之后，
亲眼看到了“放手”中孩子的成长，亲
身体验到了“放手”之后的轻松。许
多家长都说现在孩子愿意跟自己交
流想法了，遇到问题愿意跟自己商量
了，亲子之间更是多了一份信任和赏
识。

人生在勤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不索何获
———说说我的体育教学故事—说说我的体育教学故事
新桥中学新桥中学 何光周何光周

赞美我们的孩子赞美我们的孩子
新区实验小学新区实验小学 赵玉琴赵玉琴

正则小学郑静老师剪纸画正则小学郑静老师剪纸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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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最后冲刺中考最后冲刺1818条建议条建议，，
为考生加油为考生加油！！

中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考试前夕往往是学生心理变化较大时期。本报综合多个专家多年指导学生迎考的经验和体会，推
送给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相信自己有巨大的潜相信自己有巨大的潜
能能。。

**每日做一些题每日做一些题，，不让自不让自
己手生己手生。。

**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运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运
动动，，保证考试时有一个健康的保证考试时有一个健康的
身体和清醒的大脑身体和清醒的大脑。。

**考试时学会变通考试时学会变通，，一是一是
换个角度或思路换个角度或思路。。二是利用二是利用
本卷中其他题目中的信息本卷中其他题目中的信息。。
三是暂时放弃回头再做三是暂时放弃回头再做。。

考前动力考前动力
1.挖掘潜能。
不管你现在情况怎样，你

都要相信自己还有巨大的潜
能。从开始复习到中考往前赶
超50名的大有人在，赶超80名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人在关键
时刻的进步是惊人的。

2.坚定意志。
严格地讲，中考其实就看

谁笑到最后，你能坚持到最后，
你就能笑到最后。而坚持到最
后，就要求你必须具有坚定的
意志。全力以赴，坚定你的意

志；知难而进，磨砺你的意志；
战胜惰性，提升你的意志；苦中
作乐，优化你的意志。

3.调好心态。
中考不仅仅是知识和智力

的竞争，更是心理的竞争。心
态决定着你的成败，努力去寻
找你最近的不良心态，并努力
去改变，用积极的心态促使你
考试成功。

4.把握自我。
复习时紧跟老师踏踏实实

地复习没有错，但也不能完全

忘了自我的存在。要有自我意
识，“我”如何适应老师的要求，
如何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好最后
阶段的复习，我如何在“合奏”
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好“独奏”
等。

5.战胜自我。
把握自我，十分重要。但

战胜自我，更为重要。面对迎
考复习的艰辛，面对解题的繁
难，面对竞争的压力，面对多变
的情绪，只有“战胜自我”，才能

“天宽地阔”。

临考前复习
1.每日做题。
考前要养精蓄锐，并不是

说整天休息。相反，我以为每
日还是要做些题的，不要让自
己手生，要让自己保持对问题
的敏感，形成模式识别能力。
当然，做题的数量不能多，难度
不能大。

2.一次成功。
面对一道题(最好选陌生

的中档题)，用心去做，看看能
否一下就理出思路，一做就成
功。一份试卷，若没能一次成
功地解决几道题，就往往会因
考试时间不够而造成“隐性失
分”。

3.讲求规范。

每年中考，都会有不少考
生因答题不规范而丢分，非常
可惜。考生要找几道有评分标
准的考题，认真做完整，再对照
评分标准，看看是否答题严密、
规范、恰到好处。

4.回到基础。
一般说来，考前不宜攻难

题，既没有这么多时间，也没有
必要。要回到基础，把基础夯
得扎扎实实的，这样在考试时
才能做到基础分尽量不丢。

5.限时训练。
可以找一组题(比如10道

选择题)，争取限定一个时间完
成；也可以找一道大题，限时完
成，等等。这样，主要是创设一

种考试情境，检验自己在紧张
状态下的思维水平。

6.激活思维。
可以找一些题，只想思路，

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
不必具体详解，再对照解答，检
验自己的思路。这样做，有利
于在短时间里获得更多的具有
策略意义的解题方向，训练思
维品质。

7.学会总结。
应当把每一次练习当成巩

固知识，训练技能、能力的一次
好机会。练习题是做不完的，
关键在于打好基础，学会总结，
寻找规律，一通百通，大彻大
悟。

科学预防考前焦虑
1.适度平静。
平时个性张扬的学生，在张

扬的前提下可稍平静一些；平时
内向的学生，在平静中可略张扬
一些。当然，都不要刻意追求，
自然为好。一定压力下的平静，
是中考超水平发挥的必要条件。

2.适度自信。
大考临近，我常对考生说：

“这里必须拒绝一切犹豫，这里
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自信，
是成功的起点；失去信心，必然
导致失败。当然，平时考得好的
学生，也不能过于自信，凭自己
有点实力，就自以为是、盲目乐
观。

3.确定合理动机。
动机过强和动机过弱，都不

利于考试；适度动机，效率最
高。尤其是期望值过高，容易导
致考生紧张、忧郁、恐惧等情
绪，进而导致考试的失败。这就
是说期望要合理。

4.适度运动。

临考前夕，学生大都不爱运
动，主要是学习紧张没时间运
动。但我还是希望同学们能根据
自己的情况，适度运动，比如散
步、跑步、打一会儿球，或跳几
分钟绳，或在阳台上做一会儿
操，等等。这样，可以缓解紧张
的神经，提高学习效率，保证考
试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
大脑。

5.适度交流。
同龄人一起迎考，大家的情

况都差不多，同学间适度交流，
进行感情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同
学之情对增强信心、减缓压力有
很大的帮助。当然，考前时间宝
贵，切不可长谈。除了和同学交
流外，还可与老师、家长、亲友
交流。

6.充分准备。
认真做好考前的复习和准备

工作，注重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
训练，做到胸有成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