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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汗的体育课不是好的体育课

案例简介(一）

时报记者

上海大学

体能练习尧运动技能尧运动负荷铸就野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冶
胡思华

野不出汗的体育课不是好的体育
课袁不掌握运动技能的体育课不是合格
的体育课遥 每堂体育课不仅要有运动负
荷袁 还要有体能练习和运动技能的学
习遥 冶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季浏对于
新时代体育课的界定遥
近日袁由上海市学校体育领军后备
人才培养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季浏教授
基地和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主办袁民立中学承办的野中国健康体育
课程模式冶公开课展示观摩活动在民立
中学举行遥 来自民立中学尧光明中学尧青
浦区第一中学尧封浜高级中学尧比乐中
学尧建平香梅中学的 6 位教师围绕野中
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冶 的运动负荷尧体
能练习和运动技能三个关键要点袁展示
了 4 堂高中体育课和 2 堂初中体育课遥
这 6 堂体育课均采用现场大屏幕
同步显示学生即刻心率袁向与会教师直
观展示体育课的运动强度遥 按照野中国
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冶的理念袁授课教师
们采用全面尧多样化的体能练习袁结构
化的知识与技能学练袁以及各种复杂情

境的创设袁高密度尧大强度下热烈活泼
的课堂氛围袁给观摩者带来新的启发遥
随着体育课越来越受重视袁人们开
始对体育课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院为什
么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钥 体育课为什么
不能很好地解决学生体能下降的问题钥
学生为什么不能通过体育课掌握运动
技能钥 在季浏看来袁传统的体育课对运
动技能着眼于单个技术的碎片化学习袁
而不注重运动技能的结构化学习袁这不
仅让学生难以掌握运动技能袁也使体育
学习变得枯燥遥 若体育课没有体能练
习尧运动负荷的要求袁学生也就很难提
高体能素质遥
为此袁季浏教授基地自 2017 年下半
年 起袁从课 程学 习尧专家 引 领 尧实 践 教
学尧科研提升等方面带领学员们开展了
频繁且扎实有效的学习遥 季浏主持探索
的野中国健康体育课程模式冶也使体育
课程标准变得具体可操作遥 野符合中国
健康体育要求的体育课袁必须要让学生
通过体能练习以及一定的运动负荷袁提
高体能素质曰同时袁通过结构化的运动
技能学习袁学生才能至少掌握一项运动
技能袁从而喜欢上体育课遥 冶

发挥支部先锋模范作用

上理研究生党建工作有良策
时报记者

臧莺

如何把高校思政与支部党建工作
结合起来钥 与过去相比袁当下研究生党
建工作遇到了哪些新挑战袁对于学生党
支部书记又提出了哪些新要求钥 近日袁
上海理工大学举办了首届研究生党支
部书记论坛袁同济大学尧东华大学尧上海
外国语大学等兄弟高校的优秀研究生
党支部书记代表尧上理工全体研究生党
支部书记共计 100 余人前来参加遥
本次论坛以 野激活基层党建 耶细
胞爷袁助力学校高水平建设冶为主题袁旨
在以纪念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袁
积极探索巩固上理研究生基层党建工
作成效的新机制袁共谋学生基层党建发
展良策遥
论坛上袁上理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联
合会会长韩梦莹围绕野新时代合力构建
研究生耶党建+爷工作新模式冶展开汇报遥
为让党建工作更具成效袁上理的支部书
记们在创新性上下足工夫袁推出野时政
微课堂冶袁围绕野95 后冶野00 后冶大学生的
群体特征袁 结合学校专业学科特色袁聚
焦当下热点尧时代大势袁借助网络及新
媒体打造师生思想对话的平台袁使其与
野第一课堂冶主渠道相得益彰遥 同时袁学
校还推出 野红色 12 月冶 校园电影放映
节袁先后放映了叶习近平治国理政:中国
这五年曳叶风声曳叶东京审判曳叶红海行动曳
等多部爱国主义电影袁 深受学生好评遥
在野最是一抹上理红冶红色主题墙面艺

术创作大赛上袁上理还收到校内外 50 余
幅作品袁这些都提升了当代大学生的家
国情怀袁将爱党爱国之情注入青年行动
中袁推进了校园文化的和谐发展遥
随后袁 上理 2017~2018 学年研究生
先进党支部代表和入选 野全国百个研究
生样板党支部冶 创建名单的外语学院英
语语言文学党支部依次作了党建工作风
采展示遥 沪上高校优秀研究生党支部书
记代表尧 同济大学学生党支部书记联合
会宋佳泽也作了党建工作经验交流遥
上理党委副书记尧 校长丁晓东强
调袁研究生基层党建工作是学校党建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袁研究生党支部书记
要在树牢 野四个意识冶尧 坚定 野四个自
信冶尧推进野四个伟大冶中发挥更大作用遥
野新时代对学生党支部书记们提出了新
的要求袁 由于如今的学生专业素养更
高尧思想更为多样尧成长经历更加丰富尧
自我中心意识更强袁这就要求学生党支
部书记们具备更高素养袁党建与科研两
不误袁这样才能以理服人曰与此同时袁学
生党支部书记也要继续加强政治理论
学习袁同时发挥支部先锋作用袁善于把
支部打造成政治堡垒袁为广大学生群众
解决实际问题遥 冶
研究生党支部书记们纷纷表示袁研
究生党支部不能唱野独角戏冶袁而要唱好
野主角戏冶袁 充分发挥核心引领作用袁把
优秀朋辈尧师长尧典范的力量紧紧团结
在党的周围袁形成组织育人效应的最大
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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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名外国留学生龙舟竞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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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海事大学学术道德知识竞赛总决赛现场
上海大学五代导师共话研究生培养

端午 至袁赛龙 舟遥 日前 袁第 12 届
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龙舟赛在华东
理工大学奉贤 校区 通海 湖畔举 行袁来
自沪 上 29 所 高校 的千 余 名 国际 留 学
生相聚于此袁参与龙舟竞渡袁体验中
国传统文化遥 经过 激烈 角逐袁上 海对
外经贸大学代 表队 摘得 桂冠袁华 东师
范大学代表队 尧东华 大学代 表队 分获
第二尧第三名遥
和 舟共 楫穿 涛谷袁金 鼓 齐鸣 逐 浪
头遥 比赛现场袁留学 生们挥桨斩浪尧激
情澎湃袁不 但在 训练 比赛中 锻炼 了体

魄袁增强了团队精神袁结识了来自不
同国家的伙 伴袁也加 深了 对中 华传统
文 化的理 解遥 据 悉袁 自 2008 年 以 来 袁
由市教委尧上 海高校 外国 留学 生教育
研究会联合 举办 的龙舟 赛袁有 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袁承载着同舟共济尧奋勇
争先的人文 精神 袁深 受外 国留 学生的
欢迎和喜爱 袁现已成 为上 海高 校校园
文化生活的一项经典活动遥 图为外国
留学生在龙 舟赛 上奋勇 拼搏 袁努力争
先遥
文/臧莺 图片由学校提供

中国中学举行南京研学展示会
为学生解思想困惑
时报记者

魏小潭

野在民族危急存亡的背景下袁建造
中山陵是否是一种浪费钥 冶野参观完南
京大屠杀纪念馆后袁心里很难受袁我是
否该继续执行留学日本的计划钥 冶噎噎
近日袁中国中学开展了野青春中国冶纪
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南京研学活动展
示会袁师生们开展了一次对谈袁就南京
研学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进行讨论遥
据了解袁 南京研学活动是中国中
学的传统德育课程遥 每年学校都要组
织高一年级学生赴南京开展红色革命
之旅袁参观中山陵尧雨花台烈士陵园以
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遥 野如何
避免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袁 让学生将历
史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钥 冶学校特别举
办了研学活动总结会袁 通过原创诗歌
朗诵尧师生对谈等形式袁把学生思想深

处的困惑和矛盾展现出来遥 高一年级
组组长蒋凌雪说院野对谈的过程不仅仅
是答疑解惑袁 更是对学生开展的又一
堂思政教育课遥 冶
回答 野修建中山陵是否是一种浪
费冶的问题时袁历史教师毕仕敏说院野当
时我们在物质上很匮乏袁 但更匮乏的
是民族精神袁 建造中山陵是为了建立
一种精神象征袁 让广大仁人志士继续
走民主革命之路遥 冶面对野是否留学日
本冶的困惑袁英语教师王淼珍建议 袁应
更加坚定地实现这一目标袁 通过自己
的努力袁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遥
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郑敏芳认
为袁这正是开展德育工作的契机袁学校
通过主题班会尧 课题展示及项目活动
展示等形式袁 对学生开展思想教育工
作袁让他们和祖国同频共振袁实现立德
树人的教育目标遥

项目名称院野弘扬科学精神袁 倡导创
新文化冶研究生野泮池言学冶系列活动
举办时间院 2014 年至今
参与对象院上海大学研究生师生
项目简介院
2014 年开始袁上海大学以野弘扬科学
精神袁倡导创新文化冶为宗旨袁积极培育
研究生野泮池言学冶学术活动品牌遥 以野教
授建桥梁尧学院搭平台尧学校树品牌冶为
运行模式袁以野全覆盖尧制度化尧重实效冶
为目标要求袁整合校内外学术资源袁共建
师生学术共同体袁 把科学道德与学风教
育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袁形成野萃养品
格尧臻至科研冶的全员全程全方位学术育
人软环境遥
野泮池言学冶品 牌共六 个版 块院一是
野学术精神冶袁侧重为研究生做学术道德尧

规范尧精神的解读与宣讲教育曰二是野学
术人物冶袁邀请野我心目中的好导师冶野学
术启明星冶等校内研途榜样进行分享曰三
是野学术 前沿冶袁侧重对科技前沿和科技
方法的学术介绍曰四是野学术牛耳冶袁邀请
学术界高端荣誉获得者如诺贝尔 奖尧图
灵奖得主等与研究生面对面交流曰 五是
野学术火花冶袁 由研究生自主开展交叉学
科的学术交流研讨曰六是野学术展示冶袁搭
建学术评优促建平台袁连续 16 年选树研
究生学术标杆遥
近五年上海大学已举行各类学术活
动 1300 余场次袁 邀请校内外嘉宾 1530
余人袁覆盖 研究生近 10 万人 次袁广 受校
内外好评遥 中国大学生在线网尧叶中国研
究生曳杂志尧叶东方教育时报曳尧青春上海尧
东方网等多家媒体作了报道遥

上海师范大学
项目名称院 学术诚信
野四重奏冶要要
要上海师范大
学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系列活动
举办时间院 全年
参与对象院 上海师范
大学全体研究生
项目简介院
上海师范大学始终积
极搭建宣讲平台 袁丰富学
习内容袁通过 开展 研究生
学术诚信野四重奏冶袁有力
地推动学校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讲教育 活动 袁以
学术诚信引领研究生校园
文化建设遥
一尧 千人集体诚信宣
上海师范大学野享窑听冶研究生学术路演现场
誓仪式
学校每年都向全体新
信尧微博等新媒体公众平台中袁赢得了超
生发起叶遵守科学道德袁推进学风 建设曳
高的人气遥 研究生学子在一个个充满魅
的倡议书袁 同时袁 由校研究生会主席领
力的人物和故事中感受榜样的力量 袁感
誓袁举行千名新生集体诚信宣誓仪式遥 新
悟自己的学术人生遥
生们庄严许下承诺院 做高尚学术道德的
三尧研究生学术演讲大赛
践行者袁做优良学术风气的引领者浴
为提 高研 究生 的学术 科研 水 平袁 培
二尧野享窑听冶研究生学术路演
养研究生的学术探索精神袁 锻炼研究生
野 享窑听 冶 研 究 生 学 术 路 演 袁 采 用
的学术表达能力袁学校每年都举行野师道
TED 式演讲的形式袁为在校研究生打造
杯冶研究生学术演讲大赛袁有力提升研究
互动式的交流学习平台遥 同时发布在微
生的学术品格遥

项目名称院 以竞赛模式推动研究生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
举办时间院每年 4 月
参与对象院 上海海事大学全体研究
生新生
项目简介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
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曳精神袁积极推
进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袁 营造风
清气正尧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袁上海海事
大学 2019 年举办了主题为野弘扬学术精
神袁恪守学术道德冶的研究生学术道德知
识竞赛系列活动遥 活动分为校内选拔赛
和知识竞赛决赛两个部分遥
一尧全员参与选拔赛
2018 级全体研究生采用闭卷考试的
形式同时同步参与袁 研究生院组织人员

集中阅卷袁 并根据成绩排名遴选出各学
院前八名袁 代表学院出征校研究生学术
道德知识竞赛总决赛遥
二尧优中选优进决赛
进决赛者更加深入学习 野学术道德
与学术规范冶知识袁备战总决赛遥 决赛共
分为三轮袁第一轮为两两 PK 环节曰第二
轮为限时作答环节曰 第三轮为团队抢答
环节遥 决赛穿插观众互动环节袁提高同学
们的参与度袁增强比赛的趣味性遥
上海海事大学举办的学术道德知识
竞赛让每一位研究生新生都参与 其中 袁
全方位尧 多角度推进研究生科学道德与
学术规范教育袁 希望广大研究生同学在
未来科研之路上严格遵守学术规 范袁恪
守学术道德袁 做高尚学术道德和良好学
术风气的维护者尧践行者尧引领者遥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学风宣讲教育活动现场
项目名称院 基于工科研究生的学术
道德和学风建设引领计划
举办时间院 每年 9 月
参与对象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全体
研究生
项目简介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多年来积极探索
创新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形
式袁 组织实施研究生学术道德和学风建
设引领计划 袁以打造野三个 教育主阵地冶
为着力点袁形成专业横向到边尧年级纵向
到底的全覆盖教育网格袁 引领研究生树
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观遥
一尧以重大活动为阵地袁挖掘教育内涵
在开学典礼上袁开展野校长第一课冶尧
新生科研诚信宣誓等教育活动曰 在研究
生毕业典礼上袁 研究生导师们为毕业生

上最后一堂科学道德课曰 遴选知名专家
教授形成宣讲团袁依托野交通中国冶系列
思政课程袁面向全校开展宣讲教育活动遥
二尧以主题教育为阵地袁打造教育品牌
依托 学术 道德 与 学 风 建设 月 平 台 袁
开展野稷下冶学术论坛 袁邀请专家学者与
研究生就学术道德尧 学术规范等问题进
行交流曰通过研究生学术节尧野学术之星冶
评选尧野论道启真冶 辩论赛等校级品牌活
动激发榜样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内驱力遥
三尧以学院教育为阵地袁创新教育特色
学院结合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袁根据学院学科专业特点袁探索创新
教育模式袁把科学道德与学风 建设 教育
内容融入到 野导师微讲堂冶野研究生讲
堂冶尧朋辈交流会尧特色主题党日等活动
中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