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富国 

 

搭上巴士，为期 5 天的支教生活就结束啦。此行认识了很多老师前辈，他们的经验是

我们学生缺乏的。 

由于人手问题，我被调到机动组，想着会是最轻松的职位，没想到成了最忙的人，但

也是最能接触到不同老师的职位。印象尤新的是谭老师在第一天的时候说：“更衣室的游

泳班的心脏，更衣室的一点小问题，都会影响教学的进度。”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十分认

同，在大班课上，如果更衣室出现一点拖沓，不仅会影响这个班上课的进度，还会影响下

个班，下下个班……所以我首先就是最好管理小朋友们换衣服的进度和秩序。然后在空余

的时间除了帮忙同学，还下水帮一下老师，为老师们分担一下压力。所以我可以接触到不

同的老师，通过他们的教学，分析学习到不同的经验。然后课后去听了老师们课堂的小

结，也让我获益匪浅。 

5 天的时间可能很短，但是对于小朋友们来说，这 5 天的学习，就是他们的一辈子。所

以这 5 天虽然很累，但是起码累得其所：虽然很累，但是也很享受跟同学朋友们的相处：虽

然很累，但是很享受在老师身后学习的过程。 



下乡支教感想–刘嘉慧 

 

在这次下乡之前，我是没有任何下乡的经验，而且本次的下乡支教体验与学校实践周

下乡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所以也给我带来了不一样新鲜的感觉。 

6 月 1 日香港游泳教师总会的各位老师们来到了华南师范大学，与我们进行了一天的

游泳培训。早上与下午的时间讲解了教学原则与方法、自由泳的教学方法、熟悉水性的方

法等等，学到了不一样的教学方法和不一样的教学理念。我们本次下乡支教最核心的教学

重点是让小朋友们能够游泳自救的技能，而不是单单的学会游泳罢了。所以在下乡支教的

课程中，除了设置学习蛙泳、自由泳、仰泳的技能之外，还会向小朋友传授遇到他人溺水

时应该如何应对解决的方法，例如结绳的种类、抛绳、人工呼吸等。更加全面地向小朋友

讲解在水中的各种情况，可以清晰地知道如何在自己或他人溺水时作出相应的措施得到解

救。 

本次的下乡支教让我们学生得到了更多的教师体验，学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学。很开

心 6.2-7 这几天的时间能跟香港的各位阿 Sir 和 Miss 相处和学习，教学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给小朋友鼓励，无论小朋友的动作或者是进度如何，鼓励对小朋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只要小朋友树立了自信心，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能提高教学的效率。这对任何运动教学来

说都是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在本次的下乡当中更是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个重点。在今后

的教学中，我一定会好好运用本次下乡支教所学到的知识。 

很感谢香港游泳教师总会和华南师范大学的老师们给了我这次不一样的下乡支教的机

会，留下了很美好的回忆。若以后还有相同的活动，在我有空的时间肯定会再次参与的。 



2019 农村水安全自救游泳教育培训总结–温泽华 

正如谭 sir 在来的第一天就向我们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这次来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教会小

朋友们水中自救的！游泳技术能练好是锦上添花，但不是首要任务。并且这次培训时间紧，任务重，主教和助

教一定要相互配合好，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效果。 

这次水安全自救培训课程类似于 10 天速成班，教练员应以少说多练作为课堂教学的主旋律。教练员不应

对学生动作细节掌握要求太严苛，学生上课注意力稍有分散或者动作稍有瑕疵是应该给予理解的，若每次都给

予呵斥或指责会给学生带较大的精神压力。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是非常必要的，讲冷笑话，打比喻。一方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小朋友们享受学习自救游

泳的快乐，同时加深他们对课堂要求以及技能要求的印象。比如呼吸，全部用嘴巴吸气，鼻子/嘴巴呼气，不允

许出现鼻子吸气的状况。 

不断加深小朋友对他们头上帽子编号的印象，让他们知道，这个号码属于他们，是他们的代号，一方面方

便老师组织管理课堂，另一方面保证学生安全。 

上课的开始和结束上下楼梯（泳池手扶梯）一定要有次序，学生要背对泳池进入，随时随地强调安全和纪律。 

学生调皮捣蛋是常事，特别是男孩子，所以上课期间的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向他们强调安全和纪律。来上课

的孩子们是非常信任我们的，而且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以充分的信任，相信只要让他们

多练习，是可以最终达到预期效果的。 

两周的教学下来，我发现绝大部分的学生能够按照正确的顺序完成水中自救动作，初步掌握自由泳和蛙泳

动作。在我眼中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绝不是山区的孩子就不能够学会我们教的东西，他们跟全世界哪里

的孩子都一样，非常聪明，并且很淳朴，很信任我们，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教练员的信任。而我们需要做的就

是引导他们完成我们的教学任务，不仅从中收获到实用的技能，还能够从中收获到快乐，还有自豪感。另外我

发现了班级内小朋友之间的相互信任也是很足的，如果课堂上安排他们两两配合的话，他们真的能够像一个团

队一样去完成任务。他们深知作为团队的一份子，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合作去完成任务，并且

在课堂中学会了相互鼓励。 

接下来谈谈课堂教学。以我们 3、6、9 班为例，集我们四个教练的教学经验之精华，就是语言简练，生动

形象，便于该年龄段（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理解。先通过陆上简单+生活化的语言，如开门，关门，绑鞋带，蹲

茅坑等他们很快就能够理解的语言去传授技能的关键所在。好了，小朋友在你的讲解之后就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了，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了，但是，现在他们对自己做的动作是没有概念的，没有反馈就没办法纠错，不

纠错，就不可能进步。 

教练员讲解完之后就需要做示范了。做示范也是非常讲究技巧的，黄 miss 教导我做示范的时候必须将技

能的重点和口令结合起来，比如吸气是 1，吐气是 2，那小朋友做起来就知道整个结构是怎么样的，顺序是怎么

样的，能够基本掌握这个动作了。通过一定次数的练习之间，对他们进行纠错，他们就会对正确的动作有了更

加深刻的理解了，就能够更加倾向于在下一组练习当中做出正确的动作了。技能的学习一定是循序渐进的，由

易到难，每节课一个到两个重点就非常好了，学生通过练习亲自体会动作，然后教练给正确的反馈之后再继续

练习效果好。 

另外就是练习频率要高。练习前，教练员要把动作技巧讲透，每组动作练习完成之后要停下来再讲讲技术

要领，然后再继续练习，不断地把这些东西渗透到他们脑子里面去，并且通过练习加深他们的印象和肌肉记忆，

就非常完美了。像这帮小朋友年纪小，精力充沛，注意力容易分散，我个人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大量的练习

就是最好的出路。这样的举措一方面是适配他们充足的精力，重复次数可以非常多，并且怎么样都不会累，而

且还很快乐！这是最关键的，他们只要动起来，就很快乐，这个是教练员必须要注意到的。 

除此之外，黄 miss 还有一点一直在强调的就是，面对有足够助教辅助大班教学的情况下，要根据学生的

进度情况进行分班，要把不同层次的学生区分开。进行小班针对性教学，我认为这个方法在这次教学中是非常

具有成效的，在教练员人手充足的情况下，让不同的教练面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学生们认准了这个教练，这一

批人就学这个动作，大家水平相当，有一个同学做得好了，他们就能够模仿得来，动作掌握起来效果就好很多。

如果大班一起做，一是教练顾不过来，而是学生水平不一，游速参差不齐，场面就会变得难以控制，非常混乱。

若通过小班教学，学生就认准了一个教练，分好组之后，可以自动自觉练习，相互模仿，相互促进，进入一个

良性循环，一是练习次数成倍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学习效率也呈几何倍数上升。 

最后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感想，任何形式的教学，课堂纪律是应摆在前面的，严明的课堂纪律能够让知道学

生什么时间应该保持专注，该听的时候认真听，该练的时候专心练。专注度高的学生，学什么都不成问题。我

认为良好的课堂纪律所带来最大的效益，同时也是最核心的效益就是能够让学生保持专注。 



下乡感想 
 

 

快乐的时光过的真快，五天的下乡转眼就过去。这次下乡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下乡，这

次思贺中学的下乡也让我有了很深的体会。 

     废话不多说，通过这次的下乡经历首先领会到的香港游泳教师总会老师们的教学方式的不

同与细化。因为这次并不是一次为了游泳而教游泳的教学活动，而是一次水安全的教学活动，

而对这方面，是我从未接触过的。对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教学生们围成一个圈做仰卧浮身

（漂浮）以及如何从仰卧变为俯卧并站在水中。学生很听话，也很活泼，特别是 6 年 7 班的

女生们，可以很好的领悟我所教学的练习。那么通过这次的教学实践也发现我的教学能力，

对于组织学生，调动学生情绪的能力有了很好的提升。最后希望学生们可以最终很好的掌握

水安全的知识和水中自救的技能。 

 

 

朱灏哲  



2019 农村水安全自救教育活动推广活动感受 

    

     短短两星期的水安全自救教育活动，却让我有了一次毕生难忘的经验。 

教学与管理：     

这次的水安全活动与平时的速成班有很大的区别。首先是教学目标的差异：过往我接触到的游泳速成班

是以游泳距离作为首要的目标。但这次的水安全活动，首要目标并不是让学生们能游到多少米，而是让他们

去接触水，感受水，消除他们对于水的恐惧。万一遇上水灾时可以不慌张，能拥有自救的本领。其次则是教

学方法与管理上的差异，同样是游泳初学者，但速成班的学生人数并不会太多，因此在上课时管理的压力并

不会太大。但这次活动的课堂要同时为 20 名学生上课，虽然有主教练在岸上作指挥，但也明显在课堂中感觉

力不从心，有时候难以照顾到所有学生。我特别幸运，在两个星期中一共被安排去为 6 个班的学生进行上

课，也非常荣幸地与 4 为来自香港拥有丰富教学经验地阿 sir 和 miss 进行合作。在上课期间各位啊 sir 和 miss

都亲力亲为，对我也格外的关怀与照顾，下课后还经常与我讨论与总结每节课的情况。在这次的教学中我也

向各位前辈“偷师”了不少，首先大班教学最强调的便是纪律。20 多位同学一起上课，如果纪律不严明，课

堂的进度与内容便很难完成。因此从第一节课开始，老师就强调上课的管理是从严到松，先在课堂中树立起

老师该有的威望，让同学们都对老师存有敬畏之心，一堂课的纪律才能有所保证。其次便是教学的方法，在

大班教学的方法中，因为一个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因此老师应选择尽量简单易懂方法去教学生，争取让

所有的学生都清楚教学的内容与目的。同时在上课中尽量少说多做，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练习。其次便是

如何让学生在一堂课中都保持注意力。Miss 给出的方法便是让学生们自己喊口令，这个方法一举三得，不仅

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在同学们自己开口说的同时增强了他们的记忆，还能帮老师减轻负担。这些经验与方

法，都是各位啊 sir 和 miss 多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在这两个星期里，我们经历了暴晒也经历了暴雨的天气，

但无论什么天，都能感受到各位老师对于上课的激情与奉献精神，着实让人感动与敬佩。最后也要感谢 6 个

班的学生对我的包容与理解，每次上课前对老师的问好与下课后的再见，都让我感受出她们的热情。 

感受： 

    在来信宜之前，我并没有了解与接触到类似的城市。活动为我带来最大的感受不是震惊而实感动。这里的

学生别说游泳，接连平时的饮用水都是浑浊的。但在这里并没有看到有学生埋怨自己的成长环境，而是每个

人脸上都挂上着笑脸。学生们每次上游泳课前看到泳池中的水，眼睛都充满了兴奋与激动，很难不为这种乐

观的精神而动容。一次偶然的机会，师兄带我们去了一对孤儿的家参观。看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很难想象他

们是如何生活的，在探望他们的时候明显觉得他们的孤独与寂寞无助。在随后举办的野外烧烤活动中，这两

兄弟脸上的笑容才逐渐绽放。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会感觉到一种涌入心头的温暖。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源

自于拥有，快乐是会传递的，伸出帮助之手，这个世界真的能更美好。 

    最后我还是想再次感谢在这短短两周与我相处地每一个人，这两个星期的美好经历永远留在我心中。 

 

李逸东 



爱与支教同在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就对支教做志愿者开始有了一种执念，在前往茂名信宜参加水安全公益支教

活动前自己曾经参加过大大小小各类型的公益志愿活动，在参加这些活动时自己也不断在思考何为公益？怎

样的支教能够真正帮助到别人？支教结束后我们可以以怎样的方式继续延续与小朋友之间的联结可以陪伴他

们一直成长等等。而这次的支教让自己对公益对支教有了更多更深的感悟和思考，也给予了自己在公益的路

上继续前进满满的动力。 

这一次的支教与之前参与的都不大相同，这一次是与自己的专业相结合，用自己最擅长的特长去教别

人，而且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教他们水安全。对于我们来说，以前接触的更多是教别人游泳，却极少接触到

自救，但其实往往自救是一门非常重要的课程，在学会游泳前我们都有必要先学会基本的安全自救方法，学

会如何在水中保护自己。对于思贺的小朋友而言，这些课程也是十分有必要的，若不是因为这样的机会他们

可能鲜少有机会接触到游泳，感受到游泳带给他们的快乐，能够在游泳中感知自己的身体，对运动有更多的

认识，在必要时候他们也无法进行自救和给予别人一定的帮助。同时，这样的课程也相当于是一堂关于生命

的课，我们能够让他们对生命的重要性有一个大概的认知，会让他们更加珍重和爱惜每一个生命。 

在这不长不短的两周里，很有幸能够跟着香港游泳教师总会的老师们进行学习，其中最打动我的是每一

位老师在课堂上百分百的热情和专注，他们对游泳对孩子们的热爱是毫无保留的。各位老师如此敬业、乐于

奉献的精神都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对作为一名教师需具备的姿态、专业和精神有了更多地认识。在

课余时间，各位老师也十分乐意与我们分享许多授课经验，解答我们的疑惑，与我们一同交流学习，这些对

我们而言无不是最宝贵的收获。每一位老师的教学风格都不尽相同，练习方法也花样百出，让我印象很深的

是黄 miss 和我说的“教学一定要因地施材，要学会寻找场地中可利用的东西作为道具进行练习。”还有许多

关于教学方法、课堂组织上的感悟，譬如：教学中老师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对于掌握较慢的同学要

不断鼓励，增强其自信心，必要时可软硬兼施，但必须掌握好那个度；讲解动作时要用学生听得懂的话语去

讲解，简单明了，让学生能够快速准确地记住动作，比如蛙泳划水动作可比划成开门抬头等。同时在练习过

程中指导动作时需要利用参照物，指示要准确不可太泛，比如蛙泳呼吸抬头过高，可提示下巴要贴近水面，

又比如漂浮时头部位置过高，一般我们会提示小朋友目光看池底，但往前下方看时也是看池底但此时头部位

置也会相对较高，所以可提示眼睛看肚脐等；教学组织上，在大班教学中在教师资源充分的时候，可进行分

层教学，这样有利于课堂进度的开展，同时采取报数分组的方式能够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练习；此

外，通过对比发现学生做示范和教师做示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当观看完老师示范后，许多同学可能会无法

模仿专业的技术动作，但观看完自己同学的动作示范后，小朋友会以此为榜样努力进行模仿和练习，联系效

果大大提高。 

教学设计上，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并且增加趣味性的练习（比如过山洞、打傻瓜等等），可提高学生练习的

积极性；同时，教学中宜少说多练，让学生通过更多地练习对动作进行感知，教师也可以在练习过程中观察

到学生普遍出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指导；在教学过程中还需突出课堂重点内容，每节课解决 1-2 个重点即

可；教学语言的设计也是体现一位教师魅力的一个表现，如何用有趣的话语让学生能理解上课内容，让学生

集中精神听讲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课堂设计需要紧扣目标，本次的教学目标是教自救游泳，所以在教学设计

中我们要把自救知识和意识贯穿其中，譬如拿浮板要怎么拿，以后遇到险情时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等等。 

以上都是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自己或多或少的一些收获与感悟，对于课堂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想法，譬如

我们在教会学生如何抛绳抛救生圈后可否在水中通过情景设计让学生真实模拟用现场可用的物品进行救人或

自救，因为在课堂上许多学生抛绳跑圈时不会往高处抛，觉得扔过去差不多就可以了，但其实在水中如果绳子 



以上都是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自己或多或少的一些收获与感悟，对于课堂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想法，、

贴着水面抛的话会比较难抛远。同时，自救的情景模拟中可增加更多的物资让学生尝试和利用，譬如用如何

用竹竿救人、手拉手时怎么拉住同伴会更牢固、是否可以用塑料袋装上许多矿泉水瓶后扔入水中给溺水者进

行自救，抑或如何用身上的衣裤进行自救等等，如果课时足够课堂可不妨增加更多给小朋友尝试实践的机

会。此外，在教学前期的筹备过程中主教可提前与副教有更多的沟通交流，比如课程的安排、教学内容的设

计等等，也能根据各自上课所观察到的现象进行交流讨论如何设计课堂，这可以使副教们能够对主教的课堂

安排更加清晰，教学过程中也能够配合更加密切。 

以上是自己对于课堂的一些思考，如有不对之处还请老师们多多指正~ 

在这次支教中，除了在教学上自己跟着各位前辈学习到许多有用的教学经验外，自己感触颇深的是在课

堂上我们要用心用爱去教每一位学生，要让学生在课堂上不仅能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游泳的

快乐和体育运动的魅力。给予学生一定的鼓励和肯定使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通过一起打气加油的方式让学

生感受到团队的凝聚力，借助比赛的方式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和团队意识。当你将自己的爱和笑容给予学生

时，会给予他们许多温暖和开心，每一句坚定地鼓励会真真切切地带给他们许多动力和力量，是这些一点一

滴，她们的开心，她们的收获，她们的成长让我不断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希望这些带给她们

的美好与温暖会一直延续下去一直陪伴着她们给予她们力量。 

 

华南师范大学 沈嘉文 

2019 年 6 月 20 日 



茂名水安全教育总结–尚菁 
 

6 月 2 号至 6 月 7 号，我们 17 级运训泳专的所有人去了茂名信宜市思贺镇思贺中学进

行水安全教育活动。这个活动给了我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思贺镇是一个在山坳坳里的小镇，小镇里的人过着悠哉的生活，有句话叫什么来着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镇里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有药店、有娱乐设施，可以说是

设施也算十分的齐全了。 

这次是和香港的一些老师们一起去的，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少：老师们教小朋

友游泳时，都是十分的有耐心的，而且他们教学的方法也是十分的循序渐进的，从最简单

的“口吸鼻呼”开始，一直到相对复杂的蛙泳手腿配合都是遵循着“由简到难”的原则进

行教学的；香港的老师们还会在当天的课程结束以后进行总结，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十分好

的，因为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提出来一起交流解决方法，而且是刚刚发生的事，老师们

也能趁着“热度”将事情复述得更准确，这也有助于问题更好的解决。由于这次是进行的

“水安全教育”，所以教学的中心还是会放在“安全”这一块儿。所以老师们重点教了那

些学生们如何在水里站起来、若是落水了有人抛绳子来如何快速且准确地绑在自己身上等

等。这些都是我从前鲜少接触的，所以我着实是学到了不少东西。 

在茂名的几天，令人难忘的不仅是茂名的山水和我那来自灵魂深处的水土不服，更难

忘的是从香港的老师们身上学到的知识和茂名小朋友对水的向往以及他们的求知欲。是个

值得回味的经历了。 

这次能有机会去到茂名支教，十分地感谢学校和香港游泳教师总会还有广东恤孤协会

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好的平台，也给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支教生活。希望下次还能有这么好的

机会能让我多学习、多实践。 



2019 农村水安全自救教育活动推广总结 

 

谈起对农村中水的印象，井水、水塘、水库、河流，而且往往水多数都是时清时浊。而这次则是泳池！ 

池水的智慧：浑浊？干净！ 

多班级轮流使用，A、B 两个池水上肉眼可见的明显区别，男生班所用的池水偏浑浊、淡黄、不见底，

女生班所在的池水较清澈。遇上暴雨天气，女生班的池水也难免几度变得浑浊起来。在如何处理池水及长期

保持池水的干净产生兴趣。 

教学侧重：自救技能，而不是练游泳 

掌握自救内容学会才是重中之重。初次接触中班教学，我容易陷于希冀所有人达到相同进度，最大化的

减少两极分化。由于我所带的为女生班，第一个星期学习呼吸的时候，看到一些女同学呛水、用手抹脸、口

等，会担心她们跟不上进度。但是时间短，任务重，基本上每次练习两三次，在没有完全掌握的情况就进行

下一部分，会害怕学生跟不上。看到一些练得好的同学则容易陷于希望他们游得更流畅。 

初学者的畏惧：建立安全感是关键，最忌“恨铁不成钢” 

师生班中曾遇见三位小女生，怕水，哭到流鼻涕，陆上做什么都可以，但水抹点点在脸上都怕。而普通

班大部分在学打腿、换手的时候，仍有几位女生不敢双脚漂平于水面，更别说蹬池底漂浮前进。如何更好更

快的利用一节课引导初学者进入到不怕水的状态成为我的新课题。向陈老师沟通交流后学到，首先，面对初

学者需要建立双方的信任。一个是学生对老师，另一个是老师对学生。面对学生的时候需按年纪分类，不同

年纪的学生不同的教学方法。3-5 岁的小朋友，通过游戏等方式掌握吹和不怕水流过身体、面部，并在每节课

贯穿新的内容，为下一节课的练习做铺垫准备，让孩子放心和老师一起玩心理准备。而稍大一点的 6 年级

生，在陆上练习的时候，细化憋气的教学动作，接触水时关注他们下巴。其次则是鼻呼与口呼的转换。本次

大班教学大多数教学为口吸，鼻呼，当掌握慢的同学则需从口吸口呼转移到口吸憋气口呼，依次递进完成练

习。如何实现腿部自由漂在水面上，则需要老师不断的强调，我会握住你（每完成一步依次递进）、我松手

前告知学生，无论是背漂还是正面漂，漂起来后需先告诉学生如何站起来，让学生在需要换气的时候，减少

呛水、怕水等不良感觉。给多点耐心，将一个小内容做好，掌握好，当学生完成你所要求的内容，此时不着

急，仍需要她们继续练习上一部分的内容，让学生觉得简单，建立起她们的信心。 

教学的管理：统一指令 

教学中，减少学生擅自行动，统一练习。利用简单的口令让学生理解，建立水中感觉的陆上练习。有时

候老师一说，学生会边看边练习，有时候不听指令就出发。分好学生第一批，第二批，1，走； 2 走。其次，

最大化练习时效，z 字形扔救生圈，相对错位练习蛙泳腿，而不是一批练习蛙泳腿，一批练习蛙泳手。最

后，关于男女同池害羞，不愿意一起练习。各位老师各有见解，有些则尊重学生保持练习距离，有些则越怕

越让他们一起练习。当练习抛绳时，前两次大家都不愿意抛，害羞，谭 sir 十分幽默风趣的引导下，大家也顺

利练习跑绳子。 

支教番外 

烧烤前那晚去了一次两兄弟的家。以前也见过和接触过生活困苦的人群，但是面对孤儿，在看到所居住

的环境，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独立起来，每天的生活是如何的。第二天烧烤的时候，一开始两兄弟——弟

弟，在我们串食材的时候默默地走过来和我们一起，后来烧烤的时候，其实我们没什么经验，第一二次烤的

香肠和鸡翅鸡腿很多都黑糊糊的，多得于弟弟在，相互鼓励、合作，最后还是吃上了。但从烧烤上发现有时

候他们会对食物生熟分的不太清楚，鱿鱼可能吃得比较少，也分不清什么时候就熟了，囫囵吞枣的就咽下去

了。除了两兄弟，其中一位印象特别深刻两位姐妹的哥哥与我们同桌，十分害羞，内敛的坐着一起烧烤，吃

得十分少，也不好意思去拿食材，烤好后给他吃也不要，最后自己默默的走开了。 

 

各位老师热爱游泳教学事业，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每次课后开总结会，团结合作，互相帮助，向他们

学习。 

致敬！ 

欧凯雯上。 



下乡感想 

高洁莎 

6月 1日香港游泳教师总会的老师们给我们进行了一天的游泳培训，让我学习到了很

多关于游泳教学的方法，这为我们的支教做好了准备，也为我们今后的游泳教学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参考平台，让我受益匪浅。 

6月 2日上午，我们运训游泳班的同学和研究生师兄师姐在黄老师的带领下与香港游

泳教师总会的部分老师们一同乘车前往茂名信宜思贺中学进行为期一周的水安全知识推广

活动下乡实践。这是我第一次下乡，感觉与学校其他下乡队伍与众不同，让我有所期待。 

我们这次下乡的重点是要教会农村孩子学会游泳以及在水环境中懂得如何自救的技

能，在课程安排上，除了教会小朋友闭气、漂浮、蛙泳、自由泳等游泳技能以外，还教小

朋友自救的方法，通过学习抛绳、打绳结等来应对突发情况。 

这次我进行了两天的下水教学和两天的救生员工作。在教学中，通过香港陈 miss的指

导和讲解，让我对游泳教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将我模糊的概念、动作更清晰化，看

到小朋友们一步步的学习，从腼腆到解放天性，不断的进步，自己也很开心。这次教学的

对象是六年级学生，对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教学方法也会有所差异。教小朋友更多的要

鼓励和有趣，这样才能提高他们对学习游泳的积极性。老师的每一句鼓励都将成为小朋友

学习的动力。在当救生员时，我不单只是坐着，还能学到不同老师有着不同的教学方法，

这给我今后的教学提供了指导和借鉴，也懂得了如何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 

这次的下乡之旅，我十分的难忘，让我真正的从实践中学习到知识，也把我所学到的理

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带入农村。水安全对于每个人都十分重要，只要有水的地方就可能存

在安全隐患，传授水安全知识技能给孩子们比城市里的游泳培训班更有意义。看到小朋友们

能在短时间内初步掌握游泳技能，觉得一切都值得。非常感谢香港游泳教师总会的各位阿 sir

和 miss的指导，给我们传授了教学经验，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同时也让我看到了香港

教师对于游泳事业的热爱与专注。也非常感谢广东恤孤会、香港游泳教师总会、华南师范大

学给我们提供这次别开生面的下乡活动，让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回忆，也希望自己能在公

益活动中继续前行。希望有下一次的相见，一起为公益活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支教感想–高洁滢 

 

6月 2日上午 10点 30 分，华师一行人在北十栋保安亭乘车前往广州东站，与香港教

师游泳总会的各位老师汇合，一同前往茂名思贺镇进行为期四天的水安全游泳计划活动。

对于这次的支教生活，我满怀期待，因为这次的支教与往常的下乡不太一样，我们不教文

化课而是专教孩子们学游泳，让他们掌握简单的游泳技能外，还学习防范溺水和借助外物

施救的技能。 

一路上，风景迷人，尽管下了些雨，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兴奋激动的心情。很快，我们

的车便驰近了茂名思贺镇。待小许休息，我们便来到了思贺中学，对物资进行分发，强调

游泳相关的安全要求。孩子们拿到游泳装备很是开心。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着别样的笑容，

我们也会心一笑。 

水安全推广活动正式开始啦！作为一名助教，在教孩子们学习游泳的同时也让我学到

了很多课堂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一些对于初学者掌握游泳技能的新方法。孩子们除了在水

中掌握各项游泳技能外还学会抛绳等技术，全面的了解在遇到危险时对自己、对他人如何

施救。 

孩子们都很活泼，天真无邪，但对于我们这些初次见面的哥哥姐姐们还是有些拘束，

可是他们身上的朝气和渴望是无法遮掩的。我们互相嬉戏，虽然调皮，但他们都很懂事，

到了临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这个过程记录了我们之间的情谊。 

美好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一转眼，四天的下乡生活便结束了。在这四天里，每一天都

是那么的充实，孩子们的笑容是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有意义的。很感谢各位阿 Sir、Miss传授的经验，让我受益匪浅，同时也让我见识到香港

教师对于游泳教学的那份专注与热爱，令人十分敬佩。 

四天的支教生活，有太多的不舍与难忘，但这些都成为我最美好的回忆着我的成长。通

过这次的公益支教，希望自己能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去帮助那些需要我们的孩子，让他们

感受温暖。掌握技能。最后，很感谢广东恤孤协会、香港游泳教师总会和华南师范大学给我

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和机会，给了我一次不一样的下乡支教生活。期待再一次的相

见！ 



体育欢乐梦~农村水安全推广活动为农村的孩子们带去水中自救技能，为孩子们带去了一份生命的保障，为孩

子们带去难以体验的欢乐，同时也给我们这些志愿者带来了由心而发的笑容。 

正式上课前的一晚，初次见到我的学生们，正在晚自习的他们看到大哥哥大姐姐一瞬间就醒了神，眼中

充满了好奇与期待，顿时觉得我来这里是有意义的。给从未接触过正规游泳的信宜中学的六年级同学们带去

专业的游泳装备，带去正确的使用方法，为他们打开了游泳的大门。 

没有条件想办法创造条件是我们推广农村水安全的必胜决心，虽然信宜中学没有游泳池，但是任然无法

打败人们的智慧——简易游泳池，两个简易游泳池虽然置于学校的角落里，但是犹如一颗闪耀的明星吸引着

信宜中学的孩子们，每每来到游泳课他们总是带着期望，上课前男孩子们都会激动地问我：铭哥铭哥今天学

什么？ 

那段时间天气阴晴不定，导致泳池水温一直都比较低，虽然每次下水小朋友们都冻得瑟瑟发抖，但是他

们脸上洋溢的笑容，一副认真听讲的好奇脸，认真练习技能的投入状态，仍然温暖着所有人，让所有志愿者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也要感谢香港游泳教师总会的啊 sir 和 miss 的指导与支持，老师们在课堂上完全沉浸其中，将满满的激情带

到课堂，不光是孩子们，叫我们这些助教都感觉到满满的激情，无惧刮风下雨和炎炎烈日，并且啊 sir 和

miss 们几十年积累下来传授给我们的经验都是沉甸甸的，让我们受益匪浅，希望能多一起共事学到更多，期

待有下一次相见。 

    虽然五天时间很短，但是这次活动带来的意义却并不小，愿游泳自救能成为每一个人都掌握的技能，让公益

事业温暖祖国大地。 

 

梁恩铭 



下乡感想 

           梁雁恩 
 

 

6月 2日至 6月 7日我们 17运训的同学代表华南师范大学和香港游泳教师总会的老师们

来到了茂名信宜思贺中学进行 4 天的支教，这次的活动叫“水安全游泳计划”，顾名思义，

安全在前游泳排后，因此我们要教的是学生要学会自救，而不是学会蛙泳。在这几天里，通

过与香港老师的接触，我发现和广州还是有很多区别的，可能是我还年轻，没有看见世面，

所以以下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他们会把自救放在第一位，而我们只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去

教游泳，我们的关注点是游泳>自救，正因为这次的学习，我现在在教学中会更关注她们能否

学会自救。无论是谈吐还是行为上的举动，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游泳的教

学方面，我能和老师们交流了看法，不同的蛙泳教学方法有着不同的效果，现在能扩展了一

下我的教学思路，我以前大多数是教一对一的，现在面对 20 多个学生，其实作为主教是很辛

苦的，最大的收获是不要忽视任何一个学生超过 10秒，仅仅 10秒就有可能发生安全事故的！

其次是我们要学会引导学生去完成动作，而不是去强迫他，因为会容易让学生产生抵抗的心

理。有很多知识我本来就了解，但原来我会忽略一些细节的，因此这趟支教不仅能让我享受

到很高的待遇，还能学习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实践知识，这趟无疑是百利而无一害，谢谢老

师能给予我这次的机会，也谢谢香港游泳教师总会和广东恤孤会这两个组织提供的平台！希

望我能把此次的学习继续发扬，我们不要忽视偏远的地方，我们要把眼光放大，造就更好的

学习！ 



总结–郭子进 

 

时光匆匆向各位老师学习的时间一下子就消逝了，回想起这两个星期学习的支教学习，除了与学生的欢

声笑语之外，在我心里更多的是感动，更多的是各位老师的榜样力量，更多的是我们年轻一代的反思。下面

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我这两个星期的心得。 

1. 教学方面 

在我当兵的时候部队更多的是团结力量、合作精神，然而在我们这个团队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一开

始的随机分配主教练、助教，虽然大家都互相不认识，但慢慢地在教学当中互相帮忙，互相配合。

虽然每个主教练的教学方式会有差异，但是通过小组间的讨论，找出大家认为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去

进行教学。除了课堂当中的相互配合外，课后的总结更是值得我们提倡的，这样我们才能从中找到

不足之处和做得较好的原因，更有助于我们教学相长。在第一个星期我是跟着陈老师进行学习，在

陈老师身上受益良多。首先是上课形象生动，如蛙泳的手部动作可以形象地比喻为“超人、扮蟹、

拜神”，在示范海豚跳的时候又亲力亲为把学生抬起做示范等等，每一个细节都从学生的角度考

虑，更符合学生的学习情况并能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另外在纠正错误动作时候陈老师会特别耐心，

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更低，这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第二个星期我的主教练换了莫老师，莫老师

的教学方式纪律教学，手势教学也让我体会到了教学的技巧和方法，在今后的教学当中也可以模拟

运用更有效的提高课堂效率。在热身的时候我也发现了我们与总会教师热身的些少区别，我们更趋

向于动态热身，而总会教师更偏向于静态热身。各有其重点、特色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2. 救生学习方面 

自救的课程主要是以学生提高自救为主，与我们平时的教学不一样的是，平时的教学更注重的是动

作的教学质量和动作效率，而自救课程更多的是注重学生的自救能力，以学生会游泳为重点，其次

是动作质量、效率。学生学习抛绳、抛游泳圈、利用绳子打结自救或他救、这也是必要的。反观我

们的救生培训可以更多的学习总会的经验，从实际出发，除了培训当中从救生员的角度考虑外，也

会从被救者的角度思考，从拯救者的角度思考。如总会的包扎法、利用衣物横胸拖救、利用隔离物

进行人工呼吸等都体验了在救生时的人性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国内的救生培训只考虑到了在

室内或平静的环境当中进行救人，而总会的救生培训更多的是考虑到护外环境下的自救与他救，举

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们在户外没有使用正确的系绳方法时救人者有可能也会被水冲走，而这个也是致

命的。所以作为一个救生员我们更应该具备户外救人的知识、包扎知识等，这样我们就会更加全

面。 

3. 泳池管理方面 

对于支架游泳池我自己也特别熟悉，因为我自己也利用支架游泳池进行游泳培训有几年了。总会后

面的消毒方法也跟我想的一样，不能直接投消毒药进池底因为材质的原因，会与池底进行反应，所

以利用水桶或者网兜将消毒液与池底进行隔离，这样更容易泳池。另外我建议在开池前先利用水管

拖拉水面，去除水面上的油污，这样水质更加干净。如果泳池面积够大，教学时可以增加水线这样

更有利于教学。 

4. 待人接物方面 

每次看到一群热心于公益、开朗活泼的总会教师都会情不自禁的受到感染，可能大部分总会教师都

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安逸，而是利用自己的时间去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冒着炙热的

太阳，顶着 30 多度的气温，时而下雨打雷，山区骤变的天气也会让大家容易变得不适。但大家还

是各司其职，做好本分工作。职位越大任务越重，我们的谭老师也病到了一次，但是他只要能坚持

下来就马上继续工作，这种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 1 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卫生、安全、总结、晚会

等等这些都要全程负责，他有空还回去兼顾所有班级的课程，也许大家都看到了。不单单是谭老

师，其他老师也在默默地付出行动，所有的场景都历历在目，给我的感觉就是感动、敬佩，我觉得

我们年轻一代更加应该担当起这种责任。说到这又让我想起了梁师兄的公益事业，我也深深地被梁

师兄这种乐于助人、热心公益的事业心所振奋，虽说生活在广东但却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

人。只能说我们生在福中不知福，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公益事业，这个社会就会更加温暖和谐。为

梁师兄和所以伙伴点赞！另外后勤保障做得太好了，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帮助

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最后感谢所有老师、同学的帮忙、指导。 

 



支教感想–黄雯熙 
    

 在 2019 年 6月 2日，儿童节的后一天，我有幸成为我校体科院与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联同香港教师总会

共同组成的支教团队的其中一人，到达茂名信宜市思贺镇，对思贺中学 300多名 6年级学生进行为期 6天的农

村水安全知识推广活动，对他们进行水安全知识的教育，让他们对学习防范溺水和借助外物施救的技能。 

  在 6月 2日这一天，伴随着晴空，我们从华师出发，与我们来自香港的教师团队一起出发至茂名信宜。我们在

出发时所拍的大合照，让我感触很深，这是一次少有的、能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一次支教，我感受到了香港的老

师们对这项活动的认真，以及对我们这群学生的能力的期待。这么多天我在老师们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我们怎么样不要紧、天气不好不要紧、嗓子哑了感冒了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小朋友能学到东西，让他们

知道防溺水的重要性。的确，防溺水对于这个地方的确很重要，我从进思贺的路上就知道了这一点，思贺相对

而言还是比较封闭，以我自己的感受的话，进山的路的确有点吓人，我很难想象在这种九曲十八弯的山路后边

会有一个还挺热闹的小镇。当天下午到达思贺进到住的地方的时候，真的还没有什么实感，或许还没适应过来。

但是到了晚上，我们到思贺中学派发物资时，还是被惊讶到了，那些小朋友坐的课桌是那种木课桌，椅子是没

有靠背的木椅子，当时真的很感慨自己真的很幸福。派发物资时见到的那一张张发自内心幸福的笑脸，自已觉

得很满足，也在想：没想到自己也有一天在做名为“公益”的事情。 

  支教开始，我、我的小伙伴 VIVI 和香港两位 MISS一个组，我们负责带六年级的 2、5、8 班。对于我来说这样

的团队是新奇的，两位 MISS担任主教和副教，我们两名学生是助教，由 4 名成员组成的团队。我们带的是女生

班，我从两位老师的教导方式中，发现了和我们教游泳时的不同，老师们在最短的时间、用最简单的动作让学

生们在课堂上马上能学会并且模仿所学的动作。和我们的不懂在于，我们在进行教学时我们把一个动作分成好

几部分，并且我们比较注意学生的动作细节，要求各个分解动作都要做好。但是在老师们的方式中，她们把一

个动作只分成 1-2步，这样大大减少了教学时间，而且利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教学辅助，让学生马上能学会这一

动作，虽然不标准，但是这样大大提高了效率。在水中的教学里，学生们对陆上的动作进行模仿，不停在水里

尝试，也许对泳池和水接触的少，还是有很多学生对水有一种恐惧感，我们作为老师，也在努力帮助她们客服

恐惧进行学习。这是一场既有挑战又充满幸福的支教行动。 

  连续 4 天，我的生活方式如同复制黏贴，早上一大早起床，然后 8.40开始上我的第一节课，一直到中午 11.50

结束，下午 2点又开始了下午的课程，很充实的一天，甚至不会去想别的，只有真心实意的对着自己的学生，

教会他们自己所学过的。在那里，我可以一整天远离自己的手机，完全不被外界打扰，只做好自己的工作，让

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支教中。连自己都从没想过，一整天满满的课程，精神上也不会有任何的疲惫。 

  这么多天过去，真的很感谢香港的各位老师，令我学习到了很多，见识了很多新的教育方式。在那里我见到了

人生中第一场满天星、第一次见到了萤火虫，夜晚时低头萤火遍地、抬头繁星满天。白天时也在惊讶着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在支教之外，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了。 

  这次的支教让我感受到了“公益”是一种会让人持续进行的活动，这次的下乡活动让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让

我有了一种接下去继续做的动力。尽管我只在思贺短短的 5天，但是离开时也是充满了不舍，那里有我教过的

学生、有我喜欢的天空，也让我感受到了帮助别人的幸福感和快乐。希望自己以后也有机会能继续参加这样的

活动，也能在公益这条路上继续行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张芷欣 

 

    6.2 日上午 10 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了信宜思贺指教之旅。看着一路上的风光特别的心旷神怡。经

过了一路颠簸终于到达了住宿的地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感谢思贺镇对我们的欢迎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好

的住宿地，由此可见，前辈们花了多少功夫才有思贺镇村民们的爱戴。 

    晚上我们去的到了思贺中学派发物资，小朋友们拿到了新的泳衣泳镜都无比的兴奋好奇，我们慢慢的教他

们如何使用这些游泳装备，小朋友们乖乖的听课的样子实在是太可爱了，帮助到他们真是我最大的荣誉。6.3-

6.7 我们开始了正式的农村水安全安全教育活动，虽然我是作为一名助教在教小朋友自救和游泳，但同时我也

是一名学生，在这几天里面我学到了很多初学者游泳教学的新办法，感谢陈 miss 和陈 sir 的经验分享。我还

接触到了从未涉及过的自救教学。仰卧、仰卧翻身成俯卧站立，这些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我

以前在教学中却从未涉及过。还有绳结教学，感谢谭 sir 教了很多自救的绳结打法，遇到危险时这些技能是救

人于危难之中。 

    时光飞逝，眨眼就到了 6.7，我们要离开这个世外桃源了。我非常的不舍得这个民风淳朴的小镇，不舍得天真

无邪的小朋友，不舍得新交的香港朋友们，不舍得亦师亦友的 miss、啊 sir 们，不舍得空气清新的感觉，不舍得

漫天的星星......即便有再多的不舍，但世上无不散的宴席，希望有机会我还可以与各位一起做公益活动。 



茂名思贺支教感想 

 

  第一次下乡，第一次支教，什么都不懂，带着懵懂又好奇的心情来到了思贺。 

到了这里的第一印象，两个字，落后。晚上开会后，走在街道上，到了学校去派发支教用

品。发现这里的学生，这里的村民都好淳朴，不禁对他们所生活的环境衍生了同情之心。准

备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在香港教练员的安排领导下进行了五天的工作。香港的教练员

尽管都有一定的年纪，可是人却很好，和我们这些晚辈能打成一片，还特别照顾我们。另一

方面，在教学上我发现也有挺多的不同之处，在广州这边的游泳教学特别多在于严厉教学，

在香港更注重鼓励教学，我也尝试了在支教当中不断去估计孩子。在不断鼓励的过程中我发

现我越来越能理解他们学习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这个收货对于我自己非常重

要，只有能和学生之间换位思考，才更能给到学生真正所需要的。另外，香港教练员也会给

机会我们去尝试去做一个主教练，让我们更能体会不同职位的工作。当然，每次的工作结束，

我们都会有总结会议，让我们能对接下来更好地展开。 

一个地方呆了一些时间总会有不舍的感情，无论是对学生，对一起工作的香港教练员，因

为我们互相之间不仅留下了回忆，还互相给予了对方一些难以言喻的东西，包括作为师生之

间的相处，朋友之间的相处等等，这些都令我难以忘怀。我相信这次的支教经历会成为我人

生不可磨灭的一道风景。  

 

 

                                       陈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