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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小学成立了“小小冬奥组委”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

延庆区太平庄中心小学

用一块玉米地盖起了冰场

教学楼门口贴着冬奥标语、 楼道
悬挂着学生做的冬奥手抄报和电脑绘
画作品、 教室后面黑板上写有冬奥小
知识； 课堂上多学科将课程内容与冬
奥知识相结合 ； 举办各种体验活动
……走进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 冬奥
气息扑面而来。

电厂路小学离北京冬奥组委的直
线距离不到5公里， 坐公交车只有6站。
抓住北京2022冬奥会契机， 该校将奥
林匹克教育与立德树人、 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相结合， 多学科整合， 让冬奥
教育扎根课堂， 并推出生动活泼的主
题教育体验活动， 完成学习冬奥知识、
掌握冰雪运动技能、 传播冬奥精神的
任务。

据校长薛东介绍， 从2015年开始，
学校开发冬奥课程， 综合实践、 传统
文化、 美术、 数学、 科学等多学科进
行联动， 推出清代 《冰嬉图》 赏析课、
综合实践课 《走进新首钢 》、 美术课
《我的冬奥吉祥物》 等代表性课程； 举

办学生冬奥讲堂， 向学生及家长推广
冬奥知识； 开设教师冬奥讲堂， 全校
教师100%接受了相关培训； 中国奥林
匹克教育实践专家周晨光、 首都体育
学院奥林匹克教育团队团长陈晓桐 、
巴塞罗那残奥会冠军刘玉坤等专家受
邀到校， 举办系列冬奥知识讲座， 让
全校师生及家长深度了解冬奥会。

为了普及冬奥知识， 学校组织了
一系列体验活动。 比如四年级教师田
甜让学生与家长共同创意冬奥邮票 ，
并推向全校； 编辑 《冬奥有我知识读
本》， 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委员会终身委
员裴东光教授写序 ， 全校人手一本 ，
学生们还把这些内容带回家， 讲给家
长及亲友； 举办 “2018小小冬季奥运
会 ” “2018冰雪课程研讨会 ” 2018
“我心中的吉祥物” 评选等主题活动；
组织学生参加2018 “冬博会” 和2018
奥林匹克博览会、 2018 “全民健身日”
展示、 参加北京2022冬奥会宣传片拍
摄等校外活动； 组织学生现场观看世

界女子冰球比赛、 2018世界花样滑冰
大奖赛、 2018中国冰球锦标赛等冰雪
竞赛……

几乎只要有冬奥元素的活动， 就
能看到电厂路小学孩子们的身影。 在
校内学习的基础上， 学生们还自发进
社区宣传， 将冬奥知识带向周边社区。

学校对各年级学生提出不同程度
的冬奥知识要求。 在二年级2班， 记者
随机点到学生胡馨月， 她一下子就报
出 “跳台滑雪、 速度滑冰、 雪车” 等
多个冬奥比赛项目， 性急的同学还小
声为她补充： “自由式滑雪” “花样
滑冰” “越野滑雪” ……他们掌握的
项目名称， 已经超出 “掌握2~5个比赛
项目” 的要求了。

除了组织学生每学期一次全员上
冰体验外， 该校还成立了旱地冰球队、
旱地冰壶队、桌上冰壶队、旱地滑雪队，
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 2018年，该校旱
地冰球队夺得首届北京市NHL旱地冰
球比赛冠军，旱地冰壶队夺得市“祥云

杯”旱地冰壶对抗赛冠军，男教师旱地
冰壶队获得北京第一届市冬会冰壶比
赛第三名，女队获得第七名。

五年级学生鞠雅萱是旱地滑雪社
团的成员。 听教练说旱地滑雪与滑真
雪具有90%的相似性， 喜欢滑雪的她
于2018年入社 ， 每周至少活动一次 。
她的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 还获得了
北京小学生越野滑雪欢乐赛少年女子
组单人滑第二名和接力滑第三名。 通
过学习， 她认识了很多著名冰雪项目
运动员， 最喜欢张虹。 未来， 她想当
2022年冬奥会志愿者， 为冬奥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燃起奥林匹克教育的星星之火 ，
营造冰雪运动氛围。 年前， 该校在首
钢园区北京2022冬奥组委成立了40人
的 “小小冬奥组委”， 把冬奥教育与日
常管理相结合， 让学生成为活动主体。
下学期， “小小冬奥组委” 将全面运
转， 进一步推广冬奥理念， 传播冬奥
精神。

延庆区海坨山下 ， 有一所小学 ，
名叫延庆区太平庄中心小学。 近几年，
这里的孩子们爱上了滑冰运动。

“一个冬季下来， 累计有约8000
人次上冰运动， 本校学生每天上冰时
间超过一个小时。” 延庆区太平庄中心
小学校长丁建培说， 作为一所农村小
学 ， 太平庄中心小学有1~6年级学生
143人， 附属幼儿园有97人。

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后， 作为主
办地， 延庆的人们迎接冬奥会的热情
日益高涨， 很多人对滑冰、 滑雪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校长丁建培也有了想
法： 让学生滑雪还是滑冰呢？

他做了详细的分析， 滑雪对小学
生来说难度大 ， 选择滑冰更为合适 。
结合太平庄中心小学有轮滑兴趣小
组的传统， 很多孩子都会轮滑， 从轮
滑转为滑冰， 更容易一些。 再考虑地
理因素， 太平庄中心小学地处延庆

区康庄镇， 是个风口地带， 常年气温
比延庆城区低1~2℃， 有建露天冰场的
条件。

“没有体育运动的教育是不完整
的教育， 滑冰有着其他体育运动不可
替代的育人作用。” 丁建培如是说。

在场地上， 丁建培想到用一块师
生种植玉米、 蔬菜的劳动实践基地来
改建。 很快， 丁建培的想法获得区教
委的支持， 2016年11月， 延庆区教委
投入80万元， 在这所农村小学建立了
简易滑冰场 、 冰鞋器材室 、 休息室 ，
区教委投资15万元为学校师生聘请了
专业教练、 购买了200双冰鞋， 甚至还
购买了比赛服装等配套用品。

1800多平方米的劳动实践基地 ，
春夏秋季是师生们种植玉米、 蔬菜的
教育基地。 11月底， 丁建培带着老师
用农具将土地搂平， 铺了薄膜作为防
水层， 夜里再趁着温度降低用自制的

浇水设备洒水冻冰， 由于冬季冰冻的
土壤会自然断裂及地下气体上升会在
冰中形成气泡， 他们第二天再用锤子
将气泡砸碎 ， 然后再浇水冻冰抹平
……冰层大约冻0.3米就可以开展冰上
运动了。

冰场建成后， 这里成了孩子们的
乐园， 冬季来临， 孩子们每天都有一
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冰上飞舞。 孩子
们滑过冰后， 冰场上的冰痕一道道的，
需要维护。 作为校长， 丁建培摸索出
零下8℃进行维护的规律， 带领两位老
师坚持每天夜里浇冰， 常常要浇到凌
晨4点钟， “温度过低， 水一浇就是碎
冰。 温度过高， 冰场又该融化了。” 丁
建培说。

冰场建成后， 除了本校师生使用，
还对学生家长开放， 对周边学校学生
共享。 “免费使用， 但需要自行注意
安全防护。” 丁建培说。

让丁建培印象深刻的是， 2018年
大年初一， 还有学生前来滑冰， 初一
晚上， 丁建培住校， 等到半夜温度合
适时进行维护。“看着孩子们喜欢滑冰，
我再苦再累也有成就感。冰场往往是从
11月中旬开始，到来年2月中旬使用。中
间一旦冰化了，想再浇就很困难了。 孩
子们甚至滑到冰只剩两米左右宽度时，
还坚持练习滑冰。 ”丁建培说。

学校全面开展滑冰运动， 也带来
了硕果。 2017年北京市第一届中小学
生冬季运动会上， 太平庄中心小学派
出的选手夺得一项冠军。 2018年北京
市第一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上， 他
们派出的选手又夺得一项亚军。 目前，
太平庄中心小学还成立了花样轮滑队
等， 孩子们越来越爱冰上运动。

下一步， 太平庄中心小学还将引
进体育专业速滑运动教师， 对孩子们
进行专业化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