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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锻炼一小时
不达目的不放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了解到，郑州市金水区指导各
校将学生每天居家锻炼一小时
纳入学生居家学习课程表和作
息安排，通过大课间活动、线上
体育课和社团活动练习，引导
学生坚持每天完成一小时体育
锻炼。

作为郑州市唯一的小学体
育学科科研基地校，金水区四月
天小学通过课堂实践、师生问
卷、课程督导，发挥信息技术教
学在疫情期间特点，创造性组织
实施“云端”大课间+“云”操场+

“云端”公开赛，带领全校4000
余名学生和家长一起动起来。

每天上午30分钟的“云端大
课间”融入学校体育特色项目花
样跳绳，全校4000余名学生进行
隔空挑战赛，激发了学生参与体

育锻炼的兴趣。每天下午30分
钟的“云操场”，从啦啦操、体能练
习、体育游戏、武术、戏曲广播操、
技巧和花样跳绳等实施体育技
能教学和指导。“云端公开赛”则
组织学生制定自己的学期体育
学习表、每日“宅家”锻炼记录表
等，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养成
良好时间观念。学校还采取教
研组共同备课—教师轮流进行
全校联播—教师在线助教辅导
—课后互动反馈的路径，确保新
型体育锻炼组织方式下的锻炼实
效。

爸妈和我都努力
活力家庭在这里

怎样才能使学生居家期间
克服惰性，积极主动地参与体
育锻炼？金水区指导各校通过
评价激励和营造良好家庭锻炼
氛围，积极倡导学生提高自律

能力，培养学生养成坚持锻炼
身体的好习惯。

金水区优胜路小学通过举
行线上趣味运动会吸引家长与
孩子一同参加锻炼，帮助家庭
树立良好的锻炼氛围，影响和
带动孩子坚持锻炼。运动会根
据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和低高龄
差异，设置了竞技项目和亲子
游戏项目，学生和家长通过录
制视频参加比赛。乒乓球颠球
比多、花球小组合、沙包投准、
一分钟仰卧起坐、两人胸前传
接球等一大批集趣味性和专业
性的自创比赛项目受到家长、
孩子的热烈欢迎，共收到1484
份参赛视频。根据项目规则要
求、技术动作是否规范、时间和
次数、家庭参与度等评比标准，
学校不仅评出最强运动班级、
优秀运动员、运动小达人等奖
项，还组织开展最具活力家庭
评选。一位家长说：“和孩子参

加线上运动会，不仅让我们亲
子关系更加密切，也带动了家
庭一同锻炼、强身健体，孩子锻
炼身体的兴趣也更高了。”

金水区文化路第三小学按
照“安全、方便、科学”的原则，
结合两个校区不同的体育特色，
通过“云教研”制定疫情期间居
家体育锻炼方案。体育课教学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鼓励家长参与教学活动，通过网
上直播、线上互动、线下亲子交
流，提升教学效果。在内容设计
上，重点增加了线下亲子体育运
动，通过各种有趣的亲子互动游
戏，增进亲子亲密关系，同时又
达到运动的效果。

空间距离不隔爱
科学锻炼我神气

据了解，金水区各校根据
不同学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制定中等强度的每日居家锻炼
一小时计划，并从锻炼注意事
项、动作要领、锻炼强度和密度
等对学生居家锻炼予以指导，
最大限度消减疫情对学生参加
体育锻炼的影响。

蛇形爬、螃蟹走、小兔蹦、
青蛙跳……这是金水区文化
绿城小学专门为低年级同学
设计的趣味体适能练习。学
校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
开展“1115”强身健体悦心活
动，三个“1”是指设计 1份针
对性强、趣味性浓的“停课不
停练”居家运动指南、1个线上
篮球大课间和每天 1次的线
上体育教学，“5”是指按照三
个水平段设计热身拉伸、基本
体能、专项体能、篮球运动、放
松拉伸等 5个板块的活动内
容。

“老师老师，我要连麦，快看
我的运球动作怎么样?”郑州丽
水外国语学校的孩子们正在

“连麦”老师，争取分享视频、
展示自我的机会。学校结合
中学生年龄特点，不仅提供了
一系列适用的锻炼方法，还通
过线上教学向学生讲解每项
练习的原理和作用，帮助学生
参加锻炼更容易上手，指导学
生掌握自主安全、科学有效的
练习方法。线上教学的同时，
老师们会从学生展示中选取优
秀视频进行课上分享，并为学
生制定的个人运动方案提出建
议。

在指导学生居家锻炼的同
时，各校还结合疫情开展体育
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
生认识到体育锻炼对生命成长
的意义，鼓励学生学习“最美逆
行者”敬畏生命、不畏艰险、勇
于担当的宝贵品质，树立“每天
锻炼一小时，幸福生活一辈子”
的健康意识。84岁坚持体育
锻炼的钟南山院士，成为孩子
们心中最闪亮的星。

3月26日，河南再次下调
应急响应风险等级，也许不少
孩子已经开始憧憬回到校园
后，是和同学先约场球，还是比
比谁跑得更快、跳得更高。用
每天坚持锻炼一小时增加生命
的深度和宽度，是金水教育在
这个春天送给孩子们的一件宝
贵礼物。

前后步伐移动、弹跳步、弓
步刺剑、向前一步刺剑……在许
多人都在感怀宅家长肉的同时，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一小学
击剑社团的孩子们或徒手或仅
持“木剑”闻鸡起舞。校园场馆封
闭、装备封存，体育梦想并未随
之封存。

“虽然只能在家参加训练，
但是老师依然会对练习做耐心
细致的指导。现在，爸爸妈妈也
会陪着我一起练习。”章翊宸同学
很高兴不仅有老师线上指导，就
连父母也成了同道中人。

“孩子非但没有在超长假期
里养成晚睡、赖床、无休止追剧的
坏习惯，还天天兴致勃勃地教我
们练剑。”他的父母其实更高兴。

人人宅家期间，郑州市金水
区把疫情当教材，扎实推动“延
期开学不停学、不停锻炼”，追求
科学有效、聚焦兴趣需求、倡导全
员常态、注重文化内涵的校园体
育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用健
康、自信、阳光的身心科学战疫，
在这个史上最长假期成为金水
师生乃至家长的共同追求。

你宅家长肉 他们持“木剑”闻鸡起舞
这个超长假期 金水娃娃把父母带成了健身达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谭萍 通讯员 崔超 杨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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