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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活动单

• 活动的设计是为了便于实际操作。教师可以使用单一活

动或一组活动迅速让学生参与其中。

• 活动不只是让学生听，更要让学生动起来。

• 活动可以按任何顺序进行。

• 活动可以通过整合或修改以适应实际需求。

• 活动可以满足学生的学习能力和不同学习者的发展需

要。

• 活动可以支持单一学科（识字、数学、科学）的教学。

• 活动能够适应学习环境的限制。

• 活动中所包含的问题旨在引起讨论和反思。

• 活动目的在于鼓励创新、解决问题、合作和扫盲。

• 活动应根据各年龄组的能力进行组织。

• 活动通过修改可以适应多个年龄组共同使用。

活动的基本理念

• 促进学生了解奥运会的基础知识、象征、价值观和传

统。

• 培养学生对所涉及问题的思考和意见（他们所知道的以

及他们想要知道的）。

• 培养学生对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价值观的兴趣，使

用各种方法(艺术、写作和戏剧)探讨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和

主题，以体现他们的学识。

• 这些活动交替使用“学生”和“学习者”这两个术

语。“学生”这个词经常与学校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活

动单中，它指的是任何对学习价值观感兴趣的人。你可

在不同教育环境中受益于这个项目。

• 这些活动单中使用的实例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以表彰许

多奥运会主办国的贡献。

• 参加这个项目的人都很年轻，他们的记忆和奥运经验不

太多，因此使用了一些伦敦2012年奥运会的示例。

• 采用来自不同文化和不同体育项目的运动员示例，教授

课程的各个方面。

• 用户可以使用本地（例如当地的奥运选手）的示例来充

实活动内容。

• 用户对奥运会以及奥运历史和标志有不同的理解。资源

图书馆有大量的资源，可以帮助用户了解奥运背景。您

可以利用以下参考文献：

��资源库参考资料
• “How well do you know the Olympic Games?” The Olympic 

Museum (TOM), 2011. 02/Olympism.

•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3. 02/Olympism.

• “Beginner’s Guide to the Olympics”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3. 02/Olympism.

• “The Olympics: The Basics” Garcia, B. and Miah, A., 
Routledge, 2012. 02/Olympism & 03/References.

• “What Makes The Olympic Games Unique?”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4. 02/Olympism.

• “Gleaming Airship: Pierre de Coubertin on Sport and 
Olympism” Polish Olympic Committee, 2014. 02/Olympism.

• “The concept of Olympic cultural programmes: origins, 
evolution and projection – University lecture on the 
Olympics” Garcia, B., Centre d’Estudis Olímpícs (UAB), 
International Chair in Olympism 
(IOC-UAB), 2002. 02/Olympism.

• “Balance Between Body, Will and Mi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Good Examples – Creating the Coubertin Puzzle” 
International Pierre de Coubertin Committee (IPCC).  
00/Activity Sheets & 02/Good Practices.

延伸阅读：

• “Proceedings of the Session”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IOA). 03/Publications.

我们将用到的教学策略和学习技巧示例
鼓励教育工作者参考第57～58页的术语表来更详细地解释这

些策略。

• 探究—引导式、结构式、开放式。

• 建构。

• 专题式学习、案例研究。

• 创新—日志、心得、信息和通信技术(ICT)。

• 合作—旋转木马式学习、分享圈、圆桌会议。

• 问题解决—拼图学习。

• 个性化—问题卡、小结卡。

• 沟通技巧—分享、平等的声音（重视所有意见）、博

客、视频播客。

• 思维技能—分析、反思、归纳综合、构建理论（形成

你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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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奠基人顾拜旦的生平和

成就。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问答、分享圈、圆桌会议、探究。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活动空间、表演艺术—角色扮演所

需的服装。

��参考资料
• “Coubertin Academy: A Handbook for 

Olympic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nternational Pierre de Coubertin Committee 
(IPCC), 2007.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 “Answer Key to The Official IPCC Quiz:  
‘Pierre de Coubertin – Life and Work of a 
Humanist’” International Pierre de Coubertin 
Committee (IPCC), 2007.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 “Balance Between Body, Will and Mind: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Good Examples – 
Creating the Coubertin Puzzle” International 
Pierre de Coubertin Committee (IPCC).  
00/Activity Sheets & 2/Good Practices.

• “Gleaming Airship: Pierre de Coubertin 
on Sport and Olympism” Polish Olympic 
Committee, 2014. 02/Olympism.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像皮埃尔·德·顾拜旦一样欣赏艺术”这个活动摘自资源图书

馆—《顾拜旦学院：中学奥林匹克教育手册》。它描述了学生如何

通过拼图活动将自己在艺术和运动方面的兴趣、能力结合起来。鼓

励学生创作自己的艺术拼图，从奥林匹克视角更好地展示他们的个

人运动经历。

9至11岁
假设你是皮埃尔·德·顾拜旦，你准备发起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你将向一群有影响力的官员、商人和名人作报告。你如何说服他们

支持你？你如何将古代奥运会的历史融入其中？建立小组，确定演

讲内容，并通过扮演顾拜旦和观众进行演示，然后讨论顾拜旦为了

举办奥运会可能面临的障碍。演讲结束后，问问你们自己从这个角

色扮演中学到了什么？顾拜旦用什么技巧来克服这些挑战？这些技

巧100年后会有效吗？

鼓励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参加《顾拜旦学院：中学奥林匹克教育手

册》第81页的测验。该书位于资源图书馆，标题为“像皮埃尔·

德·顾拜旦一样向历史学习”。

12至14岁
为了加深理解，鼓励学生研究顾拜旦的生平和成就，然后完成《顾

拜旦学院：中学奥林匹克教育手册》第45页的测验。该内容参见资

源图书馆“顾拜旦—人文主义者的生活和工作—CIPC官方测验”。

15至18岁
访问资源图书馆，阅读题为“身体、意志与心灵之间的平衡：榜样

的教育价值—创造顾拜旦难题”的文章。以本文为参考，确定顾拜

旦用来发起奥运会的主题或短语，通过数字媒体、表演艺术或视觉

艺术来展示这些主题。

�活动背景
顾拜旦被公认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有关他的故
事请参见《基础手册》第25页。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他人、平衡、公平竞赛

顾拜旦与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32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背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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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34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环环相扣：奥运标志

活动单�02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卓越

�活动背景
阅读《基础手册》第32页“奥林匹克五环和奥林匹克会
旗”的段落。想想“象征主义”这个词的意思。这个词和
奥运五环有什么联系？

��学习成果

了解奥林匹克五环的意义。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探究、分享圈、创新、合作、问题卡、小结

卡、个性化、思维技巧。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

��参考资料
• “The Main Olympic Topics”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3. 02/Olympism.

•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3. 02/Olympism.

• “Beginner’s Guide to the Olympics”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3.  
02/Olympism.

• “Olymp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Prof Dr Parry, J. 02/Olympism.

奥运标志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给下一页的奥运五环涂颜色，然后与你的同学讨论这个符号的意

义。

9至11岁
画一幅奥林匹克五环的大图，然后在圆圈里填上你认为能体现奥林

匹克价值观（卓越、尊重和友谊）的文字、图片或绘画。

12至14岁
研究其他国际性的标志。这些标志在传达信息方面有多强大？你认

为奥运五环传达了奥林匹克主义的信息吗？在海报上拼贴标志。

15至18岁
奥运五环设计于1914年。这个标志与我们所处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有

什么关系？这个标志可以服务于未来100年的奥运会，还是需要更

新？设计一个既能够体现奥林匹克主义，又能激励下一代青年人的

国际奥委会新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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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34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环环相扣：奥运标志

活动单�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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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36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升会旗

��学习成果

了解旗帜在体现身份认同和展现价值观的意义。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讨论、创造力、协作、任务卡。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纸）、颜料、蜡笔、木杆（用于展示）、胶带。

��参考资料
• “Olympism and the Olympic Movement”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3.  
02/Olympism.

• “100 Years of the Olympic Flag!”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4. 02/Olympism.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用海报纸设计一面奥运旗帜，贴在木杆上进行行进展

示。

9至11岁
制作一个简单的风筝，并用奥运图案来装饰它。

12至14岁
比较各国国旗，想一想国旗传达了国家哪些精神和文

化？设计一个你的团队旗帜。

15至18岁
结合奥林匹克主义的主题，设计一面体现多元化的旗

帜。

�活动背景
阅读《基础手册》第36~37页。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

升会旗

活动单�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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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格言在鼓励和激励参与者追求奥林匹克运

动过程中的力量。

理解奥林匹克格言的意义。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建构、创新、情景教学、问题解决、合作。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古代奥林匹克角色扮演服装。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在你的体育课上选择三项分别与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

强”相关的体育活动。你能创造一项比赛吗？该比赛要包括这个格

言中的两组或三组词汇要素。例如：更快和更高，或更强和更高？

分组比赛并把这项比赛教给你的同学。

9至11岁
写一首三段组成的诗歌—每一段对应表达格言中的一个词。例如：

你可以把这些词语与你在体育运动中的经历联系起来，或者描述这

些词语如何影响其他人的生活。

你认为这些格言只和体育有关吗？这些格言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有

什么意义？

12至14岁
编写并表演一个关于古代奥林匹克更快、更高、更强三个人物角色

初次见面的短剧。假设宙斯将通过面试选择一个奥运会的主角。他

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份工作，但必须解释为什么自己比另外两人更

适合这份工作。

15至18岁
研究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更快、更高、更强”的塑像图片。

它抽象地描述了奥林匹克格言。你的任务是设计和建造一个奥林匹

克格言的塑像或模型，用于下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你会使用什么

形式和材料？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卓越、平衡、奋斗的乐趣

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活动单�04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38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

�活动背景
奥林匹克格言“Citius,Altius,Fortius”(“更快、更高、更
强”)由顾拜旦的好友亨利·迪登神父创作，于1894年被
国际奥委会采纳。你能感受到该格言中鼓励你参与体育的
力量吗？它的内容对你的社区和国家有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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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0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点亮精神：奥运圣火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设计并制作你自己的奥运火炬（建议材料：用过的纸巾纸筒，把红

色纸巾作为火焰）。与学生讨论，怎样设计并装饰手柄才能展现你

的社区文化？它会以著名运动员的绘画为特色吗？让学生表达他们

的创造性选择，然后向同学们展示他们的火炬。让学生制作火炬，

然后在学校、社区体育、文化活动中进行火炬传递。

9至11岁
创作一个关于奥运火炬手冒险经历的短篇故事：当火炬手在黑暗的

路上奔跑时，他开始思考奥运会的历史。突然，火焰射出一道神秘

的光，瞬间展现出古代和现代奥运会的画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设计独特的方式来传递奥运圣火，而不是使用火炬。你的挑战是使

用不会燃烧的材料，并确保圣火在传递过程中不会熄灭。你会使用

天然的和可回收的材料吗？

12至14岁
奥运圣火一旦点燃，就由运动员传递到举办国。所用的多种运输方

式通常与举办国的独特文化有关。例如，当温哥华举办2010年冬

季奥运会时，奥运圣火由狗拉雪橇运送、乘坐独木舟划过湖泊、骑

马人运送等。在这个活动中，你被要求策划一次穿越你的国家的旅

程，把奥运圣火传递到一个主要城市。你传递的路线是什么？在地

图上画出这条路线。你会选择哪些有趣又独特的方式来传递圣火？

申请参加温哥华2010年冬奥圣火传递的加拿大人，会被要求写一篇

短文，解释为什么他们很适合这个荣誉。如果你的任务是选择奥运

火炬手，你会用什么方法来选择？

15至18岁
研究奥林匹亚赫拉神庙的火炬点燃仪式。写一部短剧，告诉你的同

学这个仪式的象征和历史。

��学习成果

理解奥运圣火作为激发希望的象征，与世界各

地的共同价值观相联系。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讨论、探究、情景教学、圆桌会议、创新、合

作、同伴教学。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古代奥林匹亚戏剧服装。

��参考资料
• “The Olympic Flame and the Torch Relay”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3. 02/Olympism.

• “Factsheet: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4. 
02/Olympism.

�活动背景
阅读《基础手册》第40页上的段落，在进行下列活动之
前，思考并讨论问题。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

点亮精神：奥运圣火

活动单�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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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假设你是一名运动员，正在向奥林匹克体育场进发。设计旗帜，举

办运动员入场式。

9至11岁
装扮成一位著名的历史或文化人物。举办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式。如

果该人物被要求发表欢迎演说，他们会说什么？

12至14岁
观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影片剪辑。他们如何让开幕式的各个部分

变得有趣？想象一下全世界都在观看你的开幕式，写一部有趣的短

剧，给我们讲讲你们的国家和住在那里的人民。

15至18岁
你已被任命负责组织将在贵国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你的任务是展

示你们国家的艺术、文化和历史。你要展示什么？什么元素可以使

它变得有趣而又深刻？它会鼓舞整个国家还是仅仅鼓舞部分地区？

你想传达什么信息？创作一出能表达你思想的戏剧或者入场式。

��学习成果

认识奥林匹克象征的力量。

学习如何利用开幕式展示举办国的文化、历史

和精神。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探究、创新、情景教学、合作、问答演示。

所需资源

互联网、角色扮演服装、美术用品。

��参考资料
• “The Olympic Oath – Opening Ceremony 

– London 2012 Olympic Games”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4. 
02/Olympism.

• “Olympic Anthem” WAV music fil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02/Olympism.

�活动背景
观看历届奥运会开幕式的影片剪辑，你认为这些年它们变
了吗？你把它们看成庆祝，还是像有些国家把这看成竞
争，试图“超越”另一个国家？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2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奥运会开幕式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追求卓越、平衡、尊重他人、公平竞赛

奥运会开幕式

活动单�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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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4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奥运会闭幕式

��学习成果

了解传统和礼仪在奥运会中的重要性。

认识如何通过仪式表达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

克价值观。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讨论、引导探究、合作、沟通技巧、拼图学

习、旋转木马式学习、同伴教学。

所需资源

互联网。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假如你是奥运会闭幕式上的观众，运动员们正在走进体育场，奥林

匹克旗帜正在降下，奥林匹克圣火正在熄灭。为这一场面画一幅

画。

9至11岁
思考以下问题：运动员进入体育场时，为什么按国家分组？

假如你是一名运动员，这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当地报纸邀请你写

一篇短文，谈谈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或闭幕式的感受，你会怎么写？

12至14岁
奥运会结束时，奥林匹克旗帜降下，然后交给下一个主办城市的市

长。你愿意把这面旗交给谁？给运动员还是孩子？

15至18岁
闭幕式结束时，下一届奥运会主办城市将提供简短的文艺演出。如

果你负责策划这台文艺演出，你会加入哪些元素？

�活动背景
阅读《基础手册》第44页“奥运会闭幕式”的部分，然后
观看以前闭幕式的影片剪辑。你能辨认出与仪式有关的传
统或礼仪吗？你认为这些传统重要吗？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追求卓越、平衡、尊重他人、公平竞赛

奥运会闭幕式

活动单�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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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理解奥林匹克誓词的意义。

了解作弊不仅在体育运动中，而且在生活中都

有后果。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苏格拉底式提问、建构、探究、合作、拼图学

习、旋转木马式学习、日志、心得、博客。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法庭戏剧服装。

��参考资料
• “The Olympic Oath – Opening Ceremony 

– London 2012 Olympic Games”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4. 
02/Olympism.

• “Factsheet: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4.  
02/Olympism.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设计一张海报，鼓励运动员遵守奥林匹克誓言：遵守奥林匹克规

则，以体育精神参与，不使用药物，为体育的荣耀和团队的荣誉而

赛。

9至11岁
对“宙斯群像”进行研究。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制作一个“宙斯”。

你认为它们应该被陈列吗？

12至14岁
编写一个运动员正在考虑作弊的故事。描述运动员如何被这种想法

困扰，并在宣读奥运誓言后作出反对这个作弊的决定。

15至18岁
分组讨论如何对待欺骗，是零容忍还是宽恕。你赞成哪种方法？为

什么？这些处理现代体育复杂性的方法是否切合实际？

编写一部法庭剧，让一名运动员因作弊而受审。

�活动背景
阅读《基础手册》第46页“古代奥运会中的作弊和惩罚”
的部分。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公平竞赛、尊重他人、奋斗的乐趣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6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誓词

奥林匹克誓词

活动单�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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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理解奥林匹克休战作为促进和平与相互理解的

工具的力量。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苏格拉底式提问、建构、沟通技巧、博客、视

频播客、角色扮演、圆桌会议、小组讨论。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

��参考资料
• “Colours for Peace – A fun way to learn 

about Olympic Truce – Teachers’ Guide” 
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Centre (IOTC).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 “Colours for Peace: A fun way to learn about 
Olympic Tru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Centre (IOTC), 2012.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 “Olympic Truce: Sport as a Platform for 
Pea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Centre 
(IOTC), 2009. 02/Olympism.

• “A Great Tiny Olympic Champion” Georgiadis, 
S.V., 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Centre 
(IOTC), 2012. 03/Publications.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画一张促进和平的海报。

9至11岁
把奥林匹克休战写在海报上。添加文字阐述休战所体现的原则，然

后用带有和平、包容、体育精神和多元等元素的图片在周围进行装

饰。

12至14岁
观察并研究积极参与促进和平的年轻人。写出如果你是面试官，你

可能问他们的问题。角色扮演面试双方。

15至18岁
设计休战墙。它长什么样子？想想创造性的方式，人们可以表明他

们对休战的承诺。你的休战墙可以采用网站的形式。参与者可以记

录他们和平的信息或意图，然后上传到网站、博客、视频播客。

�活动背景
阅读《基础手册》第47～48页“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休
战”的部分。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7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休战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他人、平衡、公平竞赛

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休战

活动单�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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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和平倡议以及如何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付

诸实践。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公民素养、协作、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苏

格拉底式提问、分享圈。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色彩促进和平：了解奥林匹克休战的有趣方式。”这个活动位于

资源图书馆，鼓励参与者通过色彩活动了解和平与奥林匹克休战。

9至11岁
做一个“承诺墙”。学生们在纸或粘纸上写出他们能够用来促进和

维护自己生活和平的承诺或想法。将这些纸贴在墙上后，鼓励学生

把它们分成几个组。哪些主题大家深有体会？让学生讨论他们的理

由或承诺。询问“是否有任何东西可以加强或削弱他们对这些建议

的承诺？”

12至14岁
在右边的图片中,  代表和平与包容的符号有哪些？设计一件代表世界

和平与包容的艺术品。

转下页

�活动背景
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及整个奥林匹克运动是促进和平的强大
力量。这些活动是启动对话的起点，这将帮助学习者了解
和平互动的重要性。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9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和平之语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他人、公平竞赛

和平之语

活动单�10

罗马尼亚12岁的巴布·埃琳娜(Barbu Elena)
的画作，该作品出现在1985年儿童国际绘
画比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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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9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和平之语

和平之语（续）

活动单�10

“让世界充满和平，从我做起。”

—塞·米勒与吉尔·杰克逊

讨论：找出一个你现在就能付诸行动的行为，它将有助于

你与家庭成员或朋友之间的和谐。

“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孙武

讨论：孙子对处理混乱情况提出的策略是什么？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
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德经》

讨论：《道德经》认为造成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其认为可

以如何解决这些冲突？

“人类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件好事。”

—薇拉·凯瑟

“生活不仅仅是匆匆赶路。”

—圣雄甘地

讨论：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有些人认

为“更快、更高、更强”并非总是能创造出一个“更好、

更和平的世界”。薇拉·凯瑟和圣雄甘地想要传达的是什

么思想？你同意吗？理由何在？

“大自然的一切，树木花草，在寂静中生长；日月星辰，在寂
静中运行……我们需要寂静，方能触及灵魂。”

—特蕾莎修女

讨论：许多优秀的老师都说，每天几分钟的宁静时间有助

于我们对冲突情况保持冷静。你每天能在哪里找到一个安

静之地享受几分钟的寂静？你会在什么时候冥思？

“害人者终害己。”

—释迦牟尼

讨论：易怒者会受到何种伤害？谈谈你生气时的情况。你

的愤怒如何对你造成了伤害？

“言而无思如无的放矢。”

—西班牙谚语

讨论：人们之间的恶语相向会造成难以愈合的伤口。在

你有时间思考说出的话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前，你能如何 

控制自己“不要祸从口出”？

“家和万事兴。”

—中国谚语

讨论：你认为说这句话的人把和平与安宁看得如此重要的

原因是什么？描述自己心平气和时的状态。

“你无法与攥紧的拳头握手。”

—英迪拉·甘地 

讨论：解释这句话。你同意吗？比赛最后你输了，有时是

否难以做到与对手握手？但为什么握手如此重要？

各年龄组方案（续）

15至18岁
把一页分成两列。在左边一栏写下公平竞赛的例子，在

右边一栏写下不公平竞赛的例子。以下是富有启发性和

洞察力的关于和平生活的格言集。读句子，然后根据右

边栏目中的问题进行讨论。

��参考资料
• “Olympic Truce: Peace inspired by sport” 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Centre (IOTC). 02/Olympism.

• “Colours For Peace: A fun way to learn about Olympic 
Truce”, 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Centre (IOTC), 2012. 00/
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 “Colours for Peace: A fun way to learn about Olympic 
Truce – Teachers’ Guide” International Olympic Truce Centre 
(IOTC).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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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认识不同遗产和文化对体育与和平的重要性。

提升对和平与和解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探究、问题解决、合作、创新、公民素养、分

享圈、圆桌会议、戏剧、歌曲、讲故事。

所需资源

团队和服务方配备手帕、T恤、旗帜和颜料。

前往参观地点的交通工具。

残奥会价值观

激励、平等。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9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和平之语

�活动背景
传承和平活动旨在帮助参与者了解不同的观点和信仰，推动
和平，促进和解。该活动在南非召开的开普敦和平会议上创
建。活动的参与者参观城市或国家的重点文物遗址，并思
考：“文物遗址对你有哪些重要意义？”参与者最好来自
尽可能多元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并参与到对话中。他
们不仅要一起寻找线索、解决问题，而且还要向其他小组
和社区展示他们的发现。选址需考虑其重要性、可能性和相
关性。和平传承活动可以考虑参观以下几类地方：

  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能够展现政治和社会的和解，以
及人类苦难历史中的和平渊源。

  肯定女性在推动和平与促进和解中的作用的地方。

  聚焦领导人在推动和平与促进和解中的作用的地方。

  对推动和平与促进和解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

虽然和平传承活动最初是为16～21岁的参与者设计的，但
是它可以在年龄更小的组别中推广。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他人、公平竞赛、友谊、奋斗的乐趣

传承和平活动

活动单�11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参观你们城市的一个传承和平的地方，听听它的起源，画

一幅关于它的画。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共同画出它的故

事，并制作绘本。

举行“和平行走或和平接力”活动。组建团队，选择旗帜，

制作横幅，创作并演唱表达你的“和平精神”的歌曲。

寻找和平标志，如鸽子、铃铛、火炬、和平手势等。

该年龄组需由孩子们熟悉的老师或家长来指导，而不是本

项目的教师。

9至11岁
研究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人们依然为正确的事情奋起

抗争的历史事迹。可供你参考的例子包括：纳尔逊·曼德

拉、马丁·路德·金、圣雄甘地，尤其是罗莎·帕克斯、

艾米丽·霍布豪斯和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等女性。与其他

参与者分享你的发现。这些人有哪些信仰？为什么他们对

今天的我们仍然重要？你认为是什么帮助这些人面对挑

战？他们的经历是如何促进和平的？选择其中一位，写一

写他们和勇气相关的小故事。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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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49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和平之语

各年龄组方案（续）

12至14岁
阅读下面15至18岁年龄组的活动描述，然后思考以下场景。在活

动中鼓励年轻人成为社区的大使。希望他们是开放的、无偏见的个

体，希望他们愿意拥抱并思考对新文化的体验。假设你刚刚结束活

动回到你的社区，你想通过活动和其他年轻人分享你的经历。如果

无法实地参观遗址，你会如何做呢？那就选择世界各地传承和平遗

迹的网站吧，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参观各

国的古迹。

让学生认真探索收集资料，然后让他们扮演信息服务台的工作人

员。表演活动参与者和工作人员之间可能发生的对话。你会问哪些

问题？你认为参访活动（无论是实地还是线上）会促进和平与理解

吗？举办一场比赛，并奖励表现最好、回答信息最准确的团队。

小组合作，设立你们自己的和平纪念碑，并加上你们自己的和平符号。

15至18岁
传承活动起源于南非，最初是为该年龄段的学生设计的，从全国各

地的组织和社区中挑选活动参与者。这些年轻人有完全不同的文化

背景，他们分为不同组别，分别为自己的团队起名、创作歌曲或旗

帜、标语等。各小组在青年辅导员的引导下乘车前往选定的地点。

要求他们先观察，然后思考：“你认为，每个遗址有什么重要意

义？”访问结束时，参与者分享各自的观点。青年辅导员可以引导

学生围绕主题进行交流。讨论结束时，各组选择一种方式来展示学

到的东西，可以编演舞蹈、创作歌曲，或者用幻灯片进行展示。各

组组员用手机自拍团队照片，并发送给协调员。

活动中包含竞争要素。展示成果过程中，各组可以通过团队协作程

度和创造力赢得分数，也可以通过团队精神赢得分数。同时，各组

也可能会因为脏话、吸烟、酗酒等不当行为而丢分。和平传承活动

的成果将会令人印象深刻。在汇报中，参与者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自

身与历史和遗迹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观点。

你能在你的社区或城市中组织传承活动吗？你会选择哪些名胜古

迹？你将如何选择参与者？试一试，看看会发生什么。

活动单�11

传承和平活动（续）

��参考资料
• “Celebrating the power of sport”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4. 
01/Advocacy.

• “Hope Factory: When Sport Can Change The 
World”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1. 03/Manuals.

• Jordan Olympic Committee webpage, Jordan 
Olympic Committee. 02/Good Practices.

延伸阅读：

• “Sport for Development & Peace: 
Governments in Action”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2008. 01/Advocacy.

• “Sport for Development & Peace: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2008.  
01/Advocacy.

• “Adapted Sport Manual: Adapting sporting 
practice to serve society and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Peace” Peace and Sport.  
03/Manuals.

• Right To Play International webpage, Right To 
Play International. 03/Manuals & 03/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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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艺术和文化在保护古代奥运会的历史和遗

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探究、创新、合作、问题解决。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陶器材料、雕塑、纸等。

��参考资料
• “The Olympic Games in Antiquity”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3. 02/Olympism.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51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古希腊的体育和艺术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用一张纸剪出一只大花瓶的形状。研究陶器上的图案，然后把它们

画到花瓶剪纸上。在奥林匹克日或者学校庆祝活动时把它们贴在墙

上展示。

9至11岁
研究古代奥运会考古文物的照片。选择奥运会的一个方面作为主

题，画一幅画。

12至14岁
制作一个古代奥林匹克体育场的模型（可以用硬纸盒）。参考文物

的图案装饰体育场模型。

15至18岁
如果你的任务是创作一个致敬古代奥运会及其影响的现代雕塑，它

会是什么样子？你会用什么材料？采用什么形式？画一画，如果有

条件，可以创作一个雕塑。

�活动背景
在雕塑、绘画、陶器和建筑中，记载了古代奥运会运动员
的训练和比赛。研究这些记录的照片，看一看里面是如何
展现跑步比赛的？什么是“缰绳”？如何使用它们？在描
绘古代奥运会的图像中，你能认出哪些现代奥运项目？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平衡、追求卓越

古希腊的体育和艺术

活动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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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提升视觉艺术技能，传达奥运会的关键信息。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创新、合作、问题解决、拼图学习、旋转木马

式学习。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

��参考资料
• “The Special Olympics and the World Games 

Los Angeles 2015” Mural Conservancy  
of Los Angeles, ArtSceneCal, 2015.  
02/Good Practices.

• “Mural Conservancy of Los Angeles”  
Mural Conservancy of Los Angeles.  
02/Good Practices.

• “Coubertin Academy: A Handbook for 
Olympic Education in Secondary Schools” 
International Pierre de Coubertin Committee 
(IPCC), 2007.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 “Olympic Games Posters” The Olympic 
Museum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2013. 00/Activity Sheets.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当一个国家选择举办奥运会时，他们通常会发行相关邮票。2012

年伦敦奥运会期间，英国邮政局为每位赢得金牌的运动员发行了一

枚特别的邮票。各国还选择发行奥运邮票来庆祝该活动，题材可包

括奥运会场馆及其他体育场馆等。假如你的城市将要举办下一届奥

运会，拿一个信封，设计一张邮票，写上你想庆祝奥运会的一些想

法。装饰信封，进一步突出这张邮票。在信封内写一张信息卡，告

诉读者你的设计理念、相关信息等。

9至11岁
举办一个T恤节。让学生带任何有运动图案的T恤，把它们挂在横跨

健身房的绳子上（像洗衣绳）。让学生走进这个“T恤博物馆”，看

看各种各样的设计。用剪纸剪成一件T恤的形状，让学生设计一件奥

运T恤。

12至14岁
编一种融合古代和现代奥林匹克主题的舞蹈。

15至18岁
研究从1896年到最近一届奥运会的奥运海报艺术史。把海报的设计

和你对举办国历史的了解结合起来。你注意到什么？你认为将来奥

运会海报会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设计一张奥运海报，上面写着拥抱

奥运、传递未来希望的信息。

�活动背景
海报、T恤、邮票和许多其他形式的艺术媒介被用来通过
文字、图片和符号传达信息。研究不同的奥林匹克海报，
向学习者介绍代表地方或国家遗产的不同方式以及奥林匹
克运动的价值。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52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现代奥运会的体育和艺术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平衡、追求卓越

现代奥运会的体育和艺术

活动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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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认识符号传递信息的能力。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建构、创新、阅读学习。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假设奥运会将在你的城市举办。设计一个最能体现“人民精神”的

吉祥物。通过www.olympic.org网站搜集吉祥物的资料，然后画出自

己的吉祥物。

9至11岁
编写一个关于奥运吉祥物的背景故事。试着融入奥林匹克主义或奥

林匹克教育主题。阅读《基础手册》第53页，了解不同的吉祥物，

也可访问www.olympic.org获取更多信息。

12至14岁
制作吉祥物模型。作为附加挑战，尝试只用回收的材料制作。

15至18岁
看一看奥林匹克标志的例子，想一想它们在过去几十年里是如何演

变的。运用科技或其他视觉媒体创作一个或一系列标志，传递与奥

林匹克运动相关的、能够鼓舞人心的含义。

�活动背景
多年来，人们发现标志和吉祥物被用来代表不同奥运城市
的艺术和传统。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吉祥物是“文洛克
和曼德维尔”，人们希望吉祥物不仅有趣、能够代表主办
城市形象，还希望吉祥物拥有自己的故事。文洛克的形象
源于奥运场馆建设时留下的一滴钢水。它的头上有三个小
尖，象征奥运的领奖台。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标志是三种颜色组成的抽象图
案，代表着运动员从奥运五环上方跃过。这个标志创造性
地让人联想到巴塞罗那悠久的艺术声誉，以及毕加索、米
罗和高迪等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53页
第2部分：通过符号、仪式和艺术来纪念奥林匹克主义  标志和吉祥物：设计你的形象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尊重、奋斗的乐趣

活动单�14

标志和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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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58页

第3部分：通过体育运动和奥运会展示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研究中心

��学习成果

参与奥运主题活动并从中获得启发。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探究、苏格拉底式提问、创新、合作、问题解

决、拼图学习、旋转木马式学习、分享圈、幻

灯片。

所需资源

模型制作材料、美术用品。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与你的同学讨论参加过的运动。把你的活动记录，如丝带、奖章和

图片带到课堂上。把这些物品陈列起来，并邀请其他学生参观你的

班级博物馆。

9至11岁
假设你们被派到奥林匹克博物馆为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学生设计有趣的

活动，你希望学生了解奥林匹克运动和奥运会的历史同时也希望参观

者加入活动（注意不是一味地灌输给他们，而是使其积极参与）。列

表并画出你设计的活动，让博物馆具有互动性。

转下页

�活动背景
博物馆有很多功能，它是学习中心，让我们记住历史。它
也可以颂扬伟大成就，激发思考、引起反思。世界各大博
物馆通过自身的藏品教育和启发参观者，并同他们进行互
动。在该活动中，学生将参与以奥林匹克博物馆为重点的
活动，他们将探索和体验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奋斗的乐趣、平衡、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尊重他人

奥林匹克博物馆

活动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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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Canadian Olympic School Program webpage, 

Canadian Olympic Committee, 2015.  
02/Good Practices.

• “Olympic Day Lessons” Australian Olympic 
Committee.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 “Olympic Day Guide” Australian Olympic 
Committee. 00/Activity Sheets & 03/Manuals.

延伸阅读：

• “Olympic Charter”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5. 01/Background.

各年龄组方案（续）

12至14岁
你的博物馆的建筑和场地是什么样子？你更喜欢设计大胆个性的建

筑，还是能更好地向人们展示内容的博物馆？它是用现代材料制造的

现代设施，还是受古代奥运会的影响采用古典外观？也许两种你都想

要。你会怎样设计场地？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场地中有雕塑和互动

展览，包括可以和博尔特与乔伊娜比赛的100米跑道。你的场地中包

含哪些设计？为你的奥林匹克博物馆制作一个模型或画一幅画。

活动：参观跑道，让学生尝试打破不同距离赛跑的世界纪录。例

如，让学生们跑100米，大声喊出秒数“7，8，9……停！”然后学

生们就能直观地感觉到博尔特或乔伊娜100米跑的速度有多快。任何

项目都可以这样来体验。你的学生们能以每人跑100米，共8人一起

完成800米接力吗？他们能打败大卫·鲁迪沙1分40.9秒的纪录吗？

田径项目：用卷尺展示跳远纪录的距离。让学生“站立跳”，即不

需助跑向前跳，然后从停下的地方再次起跳。如果要打破男子跳远

运动员迈克·鲍威尔8.95米或女子跳远运动员加琳娜·奇斯佳科娃

7.52米的世界纪录，需要跳几次“站立跳”？ 

15至18岁
创建学生小组，给他们分配一个奥林匹克原则或一项教育主题。讨

论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展品启发参观者，并激励他们行动。你如何做

才能既体现成就（例如，展示收藏品），又启发参观者？你的展示

具有互动性吗？你的展品能吸引大批观众吗？绘制一幅建筑图，展

示你的博物馆的布局。

奥林匹克博物馆（续）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58页
第3部分：通过体育运动和奥运会展示奥林匹克主义  奥林匹克博物馆和奥林匹克研究中心

活动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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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60页

第3部分：通过体育运动和奥运会展示奥林匹克主义  奥运会项目设置

��学习成果

了解不同地区的各种体育运动。

认识到奥林匹克体育项目逐渐接受了体育的多

样性。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建构、探究、情景教学、问答、圆桌会议、问

题卡、小结卡。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角色扮演服装。

�活动背景
奥运会的体育项目从1896年的9大项发展到2012年的26大
项。1896年奥运会有14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而2012年
奥运会有来自20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和4名个人运动员
参加。随着全球广泛参与奥运会，体育项目增加是大势所
趋，这也使得奥运会在尊重体育历史和传统的同时，也通
过创新和适应现代新趋势持续吸引年轻人。1988年，汉城
奥运会展示了跆拳道以及女子柔道和棒球，几年后，它们
被纳入奥运会正式项目。想想有哪些已广泛开展但不是奥
运项目的运动。在你看来，它们为什么不是奥运项目？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你能说出哪些奥运项目？请选择一个奥运项目，并进行研究。了解

这个项目是如何开展的，规则是什么，有哪些装备。制作一个课件

向其他学生介绍你所学的内容。

9至11岁
制作两张海报：一张包含当前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另一张只含

189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项目。请清晰体现奥林匹克运动项目是如何

得到极大发展的。

12至14岁
假设你是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你刚刚成立了国际奥委会，他

们正在考虑运动会中应包括哪些运动项目。编写一篇简短的演讲

稿，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建议，说服他们接受某种运动，向听众发表

演讲。

15至18岁
设计一个可以用来申请一项体育运动被纳入奥运会的活动。考虑这

项运动的好处。将其纳入奥运会会改变社会的某些方面吗？在这个

活动中，你会运用哪些媒介—视觉媒体、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你

如何获得公众支持？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尊重他人、奋斗的乐趣

奥运会项目设置

活动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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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认识到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激励青年接受奥

林匹克运动的重要途径。

了解如何鼓励运动员成为大使，并使其具有社

会意识和责任感。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建构、探究、情景教学、问答、圆桌会议、问

题卡、小结卡。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

�活动背景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YOG）使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运动
员能够相聚在一起，了解彼此的文化、奥林匹克运动和奥
林匹克价值观。参加者不仅要参加体育比赛，而且要成为
国家的大使，并在社区发挥积极作用。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鼓励学生参观敬老院，与老年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和经验。学生也可

以建立一个“欢迎团队”来积极地支持和鼓励那些孤独的学生，或

者那些刚进入学校（学习）环境的学生。

9至11岁
假设你是YOG青年记者项目的参与者，你将在著名奥运体育记者的

指导下积累新闻工作经验。你打算采访一位正在为比赛做最后准备

的奥运会运动员。你可以问他们什么？你如何记录和解释他们的回

答？你会拍照并记录下来吗？你会考虑创建一个博客，与其他人分

享你的采访，并邀请你的博客读者发表评论吗？你也许会认识新的

朋友，增强与世界不同地方有相似兴趣的人的联系。

12至14岁
你被选中代表贵国参加青年奥运会。奥运会的两个主题是社会责任

和表达。在社区社会责任方面，你如何发挥作用？这对你意味着什

么？你将如何成为卓越、尊重和友谊的奥林匹克价值观的大使，并

激励其他人？你的行为会有所不同吗？表达可以有许多呈现形式，

艺术、文化、舞蹈和演讲等，你将如何展示你的社区？

转下页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尊重他人、奋斗的乐趣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奥会）

活动单�17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62页
第3部分：通过体育运动和奥运会展示奥林匹克主义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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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62页

第3部分：通过体育运动和奥运会展示奥林匹克主义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奥会）

��参考资料
• “Living the Olympic Values!”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2. 01/Background.

网站链接：

• Youth Olympic Games webpage on Olympic.org  
(with links to the YOG Facebook and Twitter accounts): 
http://www.olympic.org/youth-olympic-games 

• Compete, Learn & Share platform (which includes videos, 
quizzes, stories and more; this one-stop shop of resources 
and tools is organised around the five themes of the Youth 
Olympic Games’ Learn & Share programme—available in 
four languages): http://yogger.olympic.org 

了解以下内容，它们展示了曾经的青奥会：

• Best of Nanjing 2014 Youth Olympic Gam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2XyiX8Dl-k 

• The spirit of the Innsbruck 2012 Youth Olympic Gam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dlLGuQWLCU 

• Innsbruck 2012 Experience through the eyes of a 
Young Ambassador: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B86S2wsQ6hk

• The spirit of the Singapore 2010 Youth Olympic Gam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zsrwVlObHc

延伸阅读：

• “The Olympic Move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lecture on the Olympics” Centre d’Estudis Olímpícs (UAB), 
International Chair in Olympism (IOC-UAB), Tarradellas, J., 
2010. 02/Good Practices.

各年龄组方案（续）

15至18岁
与你的同学一起，为你的学校或社区选择一个可以开

展活动的运动项目。你将负责组织这个活动的营销、赞

助、财务管理、活动计划、运动员支持等所有方面。奥

运主题是你的活动焦点。

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青奥会）（续）

活动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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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历史上女性在奥运会中遇到的不平等待遇。

了解国际奥委会已将女性享有平等机会的原则

写入《奥林匹克宪章》。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角色扮演、查询、情景教学、日志、心得、博

客、视频播客。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

��参考资料
• Women Win webpage, Women Win.  

03/Links.

• “The Girl Effect: The clock is ticking” video, 
Girleffect.org, 2010. 01/Advocacy &  
02/Good Practices.

• “Kicking The Ball For Girls’ Education  
In Rural Nepal” video, UNICEF, 2015.  
02/Good Practices.

• Champions Together webpage, Special 
Olympics. 02/Olympism.

• “Sports Ability 2 Activity Card”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used/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00/Activity Sheets.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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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设计并制作一张海报，鼓励女性参加体育运动。

9至11岁
邀请一位女性运动员到你的社区并采访她。采访前准备好你的问

题。是什么激励她开始参加这项运动？她会给一个对体育运动感兴

趣的年轻女性什么建议？

12至14岁
研究来自不同国家的女性运动员的生活。你认为对于女性而言，她

们的成就很难得到与男性相同的认可吗？在你的社区里，你会做些

什么来增加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而且获得与男子相同水平的

教练和经济利益支持？把你的答案写在海报上。

15至18岁
假设现在是1984年，洛杉矶市将举办奥运会。在此次奥运会之前，

女子跑步比赛的最长距离是1500米。许多倡导平等的人认为应该允

许女子和男子设置同样的距离。有些人反对这种观点。洛杉矶奥组

委考虑增加女子马拉松项目，设想一下，有人要求你向组委会提出

一项建议，主张把马拉松列为奥运项目。角色扮演—让委员会中的

某个人扮演反对这个提议的角色。在完成角色扮演之后，思考一下

这个提议产生的问题。

研究成果：马拉松在1984年列入奥运会项目。这个决定对女性参加

奥运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它如何为难以谋生的社区提供经济机会？

�活动背景
自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1896年，雅典）以来，人们对于
女子运动的观念已经慢慢改变。国际奥委会积极鼓励女性
参加体育运动。这些活动鼓励学生考虑女性在体育中的长
期作用。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尊重他人、奋斗的乐趣

突破障碍：奥运会中的女性

活动单�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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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残疾人运动员如何训练和比赛。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苏格拉底式提问、体验式学习。

所需资源

眼罩、三角巾（把胳膊绑在一起）、椅子、篮

球、运动器材（锥筒等）。

��参考资料
• “PRIDE Olympic & Paralympic Values”  

Kent County Council. 03/Manuals.

• “Sports Ability 2 Activity Card”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used/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00/Activity Sheets.

• “Get Set to Make a Change: Mowbray School 
makes a HUGE change!” 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 (BOA) & British Paralympic 
Association (BPA). 02/Good Practices.

延伸阅读：

• “European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Training EIPET Resource Pack” EIPET 
Partnership &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ralee, 2014. 03/Manuals.

• “Respect for Diversity” International  
Olympic Academy (IOA), Keim, M.  
01/Background.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视力受损（包括完全失明）的运动员可以在引导员的帮助下参加跑

步比赛。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体验视力障碍的跑步者面临的挑战：在

大型运动场上，让一名学生戴眼罩，安排另一名学生作为他（她）

的视觉向导。他们手臂交叉，练习并列跑步。该引导员还要提供语

言指导，以帮助盲人运动员预知赛场上的地面或大水坑等任何困

难。让运动员们互相分享“盲跑”的经历。

9至11岁
肢体残疾人进行体育运动比健全人需要更多的能量。试着用一只胳

膊（另一只绑在背后不动）打篮球。让学生思考肢体残疾人可能经

历的挑战。邀请一位残奥会运动员参观你的班级并与学生互动。

12至14岁
让学生玩“轮椅篮球”。如果没有运动轮椅，可以尝试以下调整：

像通常做的那样，让学生把篮球从球场的一端运到另一端；当他

们接近篮筐时，必须坐在椅子上投篮。让学生试着从不同的位置投

篮。关于这种技术，他们注意到了什么？坐着打篮球有什么挑战

吗？如果可能的话，采访一位轮椅运动员，问问他们的经历以及如

何练习。

15至18岁
假设你被要求为智障学生设计一些体育活动。有些学生对声音很敏

感，有些学生身体协调性差。设计一些他们可以玩的游戏。在这个

过程中，你需要研究残疾人的特点、适合的装置、活动的结构等内

容。你对适合各能力水平的运动有什么新的理解？

�活动背景
国际残奥委会（IPC）负责组织协调残奥会，为残疾人运
动员提供一个论坛，在激励世界的同时实现卓越运动能
力。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尊重他人、奋斗的乐趣

残奥会：“精神寓于运动”

活动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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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申办奥运会是一个漫长且需深思熟虑的过程。从地方市民
到国家政要，从体育部长到各国领导人，有许多观点决定
一个城市是否将申办奥运会。这些活动将引导学生研究和
思考一些影响申办奥运会的因素。

��学习成果

了解如何将奥运会主办权授予主办国。

学习奥运会如何突出主办城市和国家的文化。

学习举办奥运会如何改变社会。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苏格拉底式提问、探究、专题式学习、创新、

个性化、协作、问答、圆桌会议、幻灯片。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互联网。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你想让你的城市获得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权。写出10条理由，然后

准备一个演讲。

9至11岁
你希望把你的城市作为举办奥运会的欢乐之地。你能用哪些活动来

展示城市文化的独特品质？许多运动会都以音乐节、表演艺术节、

大众参与体育赛事为特色。创建一个可以在学校体育馆举办的节

日，并邀请其他学生参加。

12至14岁
你的国家（地区）正在和其他几个国家（地区）竞争下一届奥运会

的主办权。你必须向国际奥委会成员小组发表演讲，并告诉他们

你的竞争优势。你会说什么？怎么说？你可以用多种形式（例如表

演、舞蹈、诗歌、歌曲等）进行展示。

转下页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尊重他人、奋斗的乐趣

举办奥运会

活动单�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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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单�20

��参考资料
• “The London 2012 Cultural Olympiad: a 

new model for nation-wide Olympic cultural 
legac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Garcia, B., 2012. 02/Good Practices.

• “Olympic Legacy”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3. 01/Background.

• “The Get Set Story: How London 2012 
inspired the UK’s schools” British Olympic 
Association (BOA) & British Paralympic 
Association (BPA), 2007–2012.  
02/Good Practices.

各年龄组方案（续）

15至18岁
为2016年里约奥运会和即将举行的青年奥运会和奥运会开展营销活

动。你可以在计划中包括的因素：

• 如何促进城市和民族文化发展；

• 评估对企业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影响；

• 评估奥运会对市民的社会影响。

使用不同的媒体向观众呈现这些信息。制作一部短片，设计奥运会

宣传海报，制作宣传册，宣传奥运会的好处。撰写新闻稿，使用社

交媒体传播你的信息。

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了适应奥运会，哪些基础设施需要变化？这

些变化对社区有什么影响？

让学生思考这个过程，然后讨论他们认为这与申办奥运会的国家设

置运动有什么关系。

研究之前几届奥运会。奥运会结束后，一些主办城市广泛利用奥运

设施（运动员村、体育场）。遗憾的是，一些国家的设施已经荒

废。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能够吸取什么教训并将其

纳入未来奥运会的设计中？你希望下一届奥运会留下什么遗产—体

育、文化、设施、价值观？你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制作一个“幻灯片放映”的图片来表达你对这些主题的想法，并与

你的同学分享。

举办奥运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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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奥运村作为一种推广奥林匹克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方式的重要性。

认识奥运村在团结人民和促进相互理解方面的

重要性。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分享圈、讨论、苏格拉底式提问。

所需资源

活动空间、美术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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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假设你是奥运村欢迎委员会的成员。奥运选手们很快将住进来，而

你希望他们在这里感觉就像在家一样。你会怎么迎接他们呢？小组

讨论你的想法，然后画一张思维导图，与小组中的其他参与者分享

你的想法。

9至11岁
奥运村可以用来宣传重要的奥运主题。例如：需要世界共同促进的

可持续性主题。近几届奥运会已经在用对环境友好的资源建造奥运

设施，并经建立了对环境影响最小化的系统。问问自己：可持续性

有多强？对于奥运主办城市准备建设奥运村，你有什么建议？讨论

你的想法，然后在海报上画出来。把它们贴在墙上，让其他参与者

（同学）评论你的想法。

12至14岁
奥林匹克运动员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他们有不

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如果你被要求设计一个奥运村，你认为是什

么将人们凝聚在一起求同存异？你会用什么样的设计来增加活动空

间？你会组织什么样的活动来鼓励互动并展示奥林匹克主义的核心

价值？写下你的想法，然后和你的同学分享。

15至18岁
假设你是一位奥运村的建筑师。你被告知，这里不仅仅是人们睡

觉、吃饭、聚会的地方，还是帮助参与者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

价值观和奥林匹克教育主题的地方。画出或描述你的想法，并与团

队分享。

�活动背景
奥运村不仅仅是运动员吃饭、睡觉和放松的地方。它是一
个文化中心，一个建立友谊的地方。它是世界人民和文化
的熔炉。这就是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些活动
有助于OVEP参与者了解奥运村在促进奥运参与者之间的
和平与理解方面的重要作用。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追求卓越、公平竞赛

奥运村

活动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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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理解尊重环境的必要性。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探究、建构、专题式学习、日志、心得、博

客、创造性思维、问题解决。

所需资源

根据需要提供环境用品（雨桶、箱子等）。

��参考资料
• “The Olympic Move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University lecture on the 
Olympics” Centre d’Estudis Olímpícs (UAB), 
International Chair in Olympism (IOC-UAB), 
Tarradellas, J., 2010. 02/Good Practices.

• “Sustainability Through Sport: Implementing 
the Olympic Movement’s Agenda 21 – 2012”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01/Advocacy.

• “Tunza magazine: Sport and the environment”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12. 03/Publications.

• “Tunza magazine: The 4Rs – A way of lif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2013. 03/Publications.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创建一个“绿色团队”，让学生们制订一个回收或堆肥计划。通过

设计海报、发表演讲来宣传这个项目。开始实施雨水收集计划，使

用这些水给学校花园里的植物和蔬菜补充水分。

9至11岁
为准备举办奥运会，悉尼（2000年）和伦敦（2012年）清理了旧工

业区。结果，这些以前不宜居住的地方重获了自然的生机：鸟儿开

始筑巢，鱼儿开始返回，植物开始茁壮成长。请在专家的指导下，

在确保远离有害物质的前提下，选择一个可以恢复的社区区域进行

尝试。

12至14岁
你的任务是设计一个“同一个星球的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

会采用了五个主题：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废物、包容和健康生

活。采用这些主题，并在小组中讨论如何将它们纳入你的活动。是

否还有其他需要添加的主题？

选一个主题，分享你从这些讨论中学到的东西。你可以使用各种媒

体，通过艺术、舞蹈、歌曲和演讲等形式来表达你的想法。

15至18岁
制订一个保护濒危物种的计划，确定这个物种濒临灭绝的原因，使

用技术实现提高认识。如果你的计划成功，对这个物种（和其他物

种）会产生什么影响？你可能遇到什么障碍？如何克服它们？如何

确保成功？你将如何确保这项倡议与奥运会挂钩？

�活动背景
国际奥委会确定了三个关键优先事项，作为其对可持续发
展承诺的一部分：社会公平、经济效率和环境问题。阅读
近几届奥运会体现了这些主题的例子。以下活动有助于提
高学生对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并积极支持这些优先
事项。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尊重他人

通过奥运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活动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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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认识到奥运会过去所面临的挑战，并了解如何

应对这些挑战。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引导讨论、苏格拉底式提问、思维技巧、拼

图学习、旋转木马式学习、分享圈、日志、心

得、问题卡、小结卡。

所需资源

活动空间。

��参考资料
• “One hundred years of cultural programming 

within the Olympic Games (1912–2012): 
origins, evolution and projections”  
Routledge, Garcia, B., 2008. 02/Olympism  
& 03/References.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讨论一下作弊。为什么人们在体育运动中作弊？他们希望通过作弊

获得什么？想想在你参加过的活动中作弊的例子。提出防止作弊的

方法。除了制定大量规则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吗？

9至11岁
研究蒙特利尔、莫斯科和洛杉矶奥运会的抵制活动。为什么会发生

这种情况？你认为抵制奥运会是传达信息的有效方式吗？为什么你

认为自1984年以来，大规模的抵制没有再次发生？

12至14岁
什么是腐败？在国际奥委会中有腐败的例子，比如奥运会的举办权

被那些准备出卖选票的人所颠覆。对奥运会的申办过程进行研究，

你能想出预防腐败的办法吗？

15至18岁
几十年来，体育运动中的兴奋剂一直是对管理机构的一个挑战。选

择一项奥林匹克运动并研究它是否容易违反兴奋剂规定。如何处理

这些违规行为？你认为制裁有效吗？你认为应该宽恕违反兴奋剂规

定的行为还是零容忍呢？提出体育运动解决兴奋剂问题的新方法，

然后小组讨论你的想法。

�活动背景
像每个组织一样，国际奥委会也面临着挑战。有时会出现
与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观相悖并有可能损害其信誉的情
况。这些活动促使学生探索他们对这些复杂问题的思考和
理解，具体包括：抵制奥运、作弊、腐败、兴奋剂。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平衡、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尊重他人、奋斗的乐趣

迎接奥运会的挑战

活动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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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认识到体育活动在提升每位参与者幸福感方面

的重要作用。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讨论、反思、合作。

��参考资料
• Designed to Move webpage, Designed  

to Move, 2015. 03/Publications.

• “What Sport Can Do: The True Sport Report” 
True Sport, Canadian Centre for Ethics in 
Sport, 2008. 01/Advocacy.

延伸阅读：

• “Qu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QPE): 
Guidelines for Policy-Maker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5.  
01/Advocacy.

• “International Position Statement on Physic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port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CSSPE), 
2010. 01/Advocacy.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85页
第4部分：奥林匹克主义教育主题的教学  A.通过运动和体育活动体验奋斗的乐趣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长期运动员发展模式表明，所有健康的运动员都会经历一系列与其

发展能力相匹配的阶段。在学生发展的早期阶段，鼓励体育教育

工作者关注体育的“基础”，强调乐趣。教练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活

动，让孩子们体验快乐、成就和个人满足感。教授孩子如何为健康

和健身选择个人目标，给予积极鼓励信息作为奖励。这个基本阶段

的目标是使体育活动特别有趣，鼓励学生继续玩耍。这个级别的竞

争应该最小。

9至11岁
许多体育文化都倾向于加速学生和运动员的进步，过分强调技能发

展和竞争。这种做法显然会适得其反，并导致许多年轻人在体育运

动方面有负面的经历。长期运动员发展模式（和其他类似的模式）

的建议是，学生参加一个有趣的项目，促进社会联系，重视所有参

与者的贡献。在这个阶段，首次向运动员介绍训练的原则，比赛只

是为了测试他们的进步，并提供积极的经验。

转下页

�活动背景
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会带来奋斗的乐趣。这对于不同的年龄
组意味着什么？有人对青少年长期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和
原因（为什么学生坚持或放弃体育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据报道，对运动员来说获得乐趣是持续的需求，这
通常比参赛和获胜更重要。这张特殊活动单的形式是不同
的。我们不提供具体的活动建议（要做的事情），而是详
细介绍一些重要原则，这些原则将帮助教育工作者创造一
个充满乐趣和快乐的体育活动环境。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奋斗的乐趣、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平衡、尊重他人

通过运动和体育活动体验奋斗的乐趣

活动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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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方案（续）

12至14岁
为青少年早期参加体育运动时以消耗率高而著称。一个问题是，过于强

调比赛，年轻运动员未做好准备就要参加比赛。长期运动员发展模式建

议，学生应该学习正确的运动技术。他们还应该学习锻炼的原则以及如

何平衡地运用它们。运动员发展的这个阶段被称为“竞技训练”。

15至18岁
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正进入“训练取胜”的发展阶段。最佳表现是重

点，不管这对每个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什么。

鼓励教育工作者研究运动员发展模式。选择那些为学生提供积极和

快乐经验的活动需要与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相匹配。

参考文献：Balyi，I.，Hamilton，A.（2004）“长期运动员发展：儿

童和青少年的训练能力”。

通过运动和体育活动体验奋斗的乐趣（续）

活动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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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87页

第4部分：奥林匹克主义教育主题的教学  A.通过运动和体育活动体验奋斗的乐趣

��学习成果

从奥运会运动员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中获

得启发。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讨论、反思、合作。

所需资源

活动空间。

��参考资料
• Olympic Ambassador Programme webpage, 

The New Zealand Olympic Committee, 2016. 
00/Activity Sheets.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问问你的朋友和家人：“你最欣赏哪位奥运选手？为什么？”听听

这些想法，以加深对这位运动员的了解。你认同朋友或家人的选择

吗？这些故事会让你想尝试新的运动吗？问问你的体育老师、教练

或社区负责人是否有办法让你尝试新运动并享受乐趣！

9至11岁
寻找一名参加过奥运会的运动员的简介，分组讨论他（她）的成

就。你认为是什么激励了他（她）？他（她）的故事里有什么能激

励你的信息？

12至14岁
澳大利亚运动员凯茜·弗里曼出生于一个土著家庭，从小就在短跑方

面显示出巨大的运动天赋。她获得奥运成功的道路并不容易，她的家

庭很贫穷，受到歧视。凯茜工作非常努力，并获得了2000年悉尼奥运

会澳大利亚队的一席之地。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她被选为最后一位火

炬手。她的奥运会以她冲向终点、夺得奥运会400米金牌结束。

15至18岁
在网络上找到新西兰奥运大使的简介。他们的成就如何激励新西兰

变得更加积极？

�活动背景
每届奥运会最初都是一块空白的画布，运动员随后用勇
气、决心、成功、戏剧、激情和情感的大胆色彩来装饰
它。他们的艺术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画讲述了成千上万
的故事。本活动将介绍激励年轻OVEP参与者的故事。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他人、平衡、公平竞赛、追求卓越、奋斗的乐趣

颂扬博爱：奥运会的故事

活动单�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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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90页
第4部分：奥林匹克主义教育主题的教学  B.了解公平竞赛

��学习成果

了解比赛或生活中公平竞争的重要性。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建构、创新、问题解决、合作、角色扮演、反

思、讨论。

所需资源

角色扮演服装、辩论用的椅子和桌子、五个塑

料圈、纸飞机制作用纸。

��参考资料
• Fair Play Teaching Resource webpage, 

UNICEF New Zealand, 2011. 03/Manuals.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公平游戏和纸飞机！想想你玩的游戏。什么使这项游戏有趣？什么使

你沮丧？写下帮助你成为一个公平运动员的方法。制作五架纸飞机（

用旧/回收纸片），在每架飞机上写下你认为最能描述体育公平竞赛的

文字。用五个塑料圈作奥运五环的象征，把纸飞机扔进五环里。

9至11岁
“公平不等于平等”这个短语有时用在体育的语境中。讨论这对你

来说意味着什么。和同学分享你的想法。

12至14岁
创建两个学生小组，让他们辩论以下问题：

为了公平竞赛，体育是否需要很多规则？针对该议题设置正方和反

方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让学生分组，对每个小组提出的论点进

行反思。最后，进行一项情况调查，有多少学生已经改变了他们的

观点？

转下页

�活动背景
这些活动将有助于学习者探索公平游戏的含义以及不公平
游戏的影响。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公平竞赛、尊重、平衡

遵循公平竞赛规则

活动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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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90页

第4部分：奥林匹克主义教育主题的教学  B.了解公平竞赛

活动单�26

遵循公平竞赛规则（续）

各年龄组方案（续）

15至18岁
让学生阅读以下故事：

当英国长跑运动员克里斯托弗·布拉舍尔获得1956年墨尔本奥运

会参赛资格时，他认为这是他运动生涯中的重要节点。布拉舍尔一

生中从未赢得过赛跑冠军，但在奥运会选拔赛的障碍赛中，他以第

三名的成绩获得了代表英国队参赛的资格。在奥运会半决赛中，布

拉舍尔很努力，但还是只以最后一名的成绩进入决赛。几天后的决

赛，布拉舍尔又落后于其他人，看起来他不可能获得奖牌了。在决

赛中，还剩两圈，精力充沛的布拉舍尔开始超过那些疲惫不堪的对

手。他开始超越到前方，只剩下一个障碍水池，他正在为奖牌而

战。在最后的80米比赛中，布拉舍尔冲到了最前面，在他的整个职

业生涯中，他第一次赢得了比赛。几个小时后，他被取消了参赛资

格，据称他阻碍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获得者。挪威的恩斯特·拉森

和匈牙利的萨多尔·罗兹斯尼奥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但是后来

一件令人惊讶和敬佩的事情发生了。得知布拉舍尔的命运后，拉森

和罗兹斯尼奥找到了田径裁判长，并告诉他，他们对取消布拉舍尔

资格的决定感到沮丧。他们请求裁判恢复布拉舍尔的成绩，这意味

着他们将接受较低级别的奖牌。几个小时后，裁判们撤销了最初的

裁决，布拉舍尔被恢复成绩。

编写一部短剧，演绎克里斯托弗·布拉舍尔、恩斯特·拉森和萨多

尔·罗兹斯尼奥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学到什么关于公平竞赛

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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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尊重是改变自己和他人生活的有力工具。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探究、辩论技巧、创新、问题解决、合作、阅

读学习。

所需资源

艺术品、辩论的活动空间。

��参考资料
• “The Olympic Values Test: Activity Sheet”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1.  
00/Activity Sheets.

• UNESCO webpag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03/Links.

• “Sport and Recreation on Robben Island”  
Taylor & Francis, Keim, M. & Bouah, L., 2013.  
02/Good Practices & 03/References.

• Sport for Hope webpag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03/Links.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100页
第4部分：奥林匹克主义教育主题的教学  C.尊重自己、他人和环境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学校（或社区体育俱乐部）有一大群来自另一个国家的难民青年。

在课堂上，所有的孩子都有良好的互动。然而，在课间休息的时

候，这些孩子不和其他人一起玩耍。在小组中，讨论你可以邀请这

些孩子和你一起玩的方式。与其他小组分享你的想法。

9至11岁
创建尊重的壁画。让学生收集杂志和报纸，通过它们搜寻促进尊重

的图片和故事。把这些图片和故事剪下来，贴在一张纸上。请小组

中的每一位成员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那个特定的作品。

12至14岁
创建两个辩论队，并让他们考虑以下问题：尊重对手在体育竞赛中

是可能的吗？—还是说这是缺乏竞争力的表现呢？辩论结束后，让

学生写下他们对尊重在体育运动中的作用的看法。它是什么，它如

何影响你的生活？

15至18岁
如果你被要求为联合国制定或修改宪章或宪法，以应对世界正在经

历的挑战，你会想要包括什么内容？制定你的章程，并与其他小组

共享。你的文档中有没有可以在学习环境中立即实现的原则？

�活动背景
当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的年轻人学会接受和尊重多样性，
实践个人和平行为时，他们将促进和平和国际间的理解。
以下活动促使学习者检查他们对尊重的理解以及尊重在他
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

尊重自己与他人

活动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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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奥林匹克主义教育主题的教学  C.尊重自己、他人和环境

��学习成果

了解个人和团体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

区别。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拼图学习、旋转木马式学习、分享

圈、苏格拉底式提问、问题卡、小结

卡、概念映射。

所需资源

写作用品、活动空间。

��参考资料
• “Teacher’s Tool Kit” World Anti-

Doping Agency (WADA), 2014.  
03/Manuals.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这个年龄段学生的思考方式往往是具

体的、循序渐进的，而这个活动可以

被看作相当抽象的。教育工作者可以

从提供一些例子开始，包括学生在家

庭、学校和运动场承担责任的例子。

也可以从一系列规则开始，教育指导

者可以引导学生更深刻地理解责任意

味着什么。参加运动队训练是学生的

责任。更深层次的理解是，通过参加

每个实践，他们不仅发展了自己的技

能，而且有助于其他人的发展。

以类似的方式，与这个年龄段的学生

进行讨论应该包括具体的例子，然后

仔细地探索更深层次的思考，帮助学

生理解“权利”不仅仅是一套以自我

为中心的规则。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权

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游戏因为攻击性

和排他性而停止就是对权利的侵犯。

让学生分组讨论这两个概念，并帮助

他们深化对差异的理解。

9至11岁
运动季马上开始。召开一个团队会

议，讨论在整个赛季中指导团队的价

值观。你认为什么是重要的？例如：

信任、诚实、分享、互相支持等。作

为一个团队，列出一份你们可以达成

一致的权利和责任清单。请每位选手

签署这份文件，把它框起来，挂在健

身房、教室、会议室等活动空间里。

定期回顾一下这份文件，并讨论团队

是否遵守这个协议。

12至14岁
思考这个问题：你认为演讲能带来改

变吗？历史上一些伟大的演说家雄辩

地谈到了权利。阅读《基础手册》第

104页关于马丁·路德·金的章节。

写一篇关于权利的简短演讲（或者其

中之一的方面），激励听众并激发行

动。向同学们发表演讲，然后不仅要

讨论演讲的风格，还要讨论信息的力

量和意义。

15至18岁
一所学校在体育项目中遇到了许多

问题：作弊猖獗，球员们经常互相争

吵、争辩裁判的判罚、不尊重他们

的教练。你和你的团队被要求创建一

个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已经确定

了几个你认为会有帮助的关键领域：

制定行为守则，制定权利和责任章

程，以及领导培养精神和教导尊重的

研讨会。分成小组，在这些领域开展

工作。完成后，每个组都给出他们的

解决方案。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拼图学

习—一个问题，由不同的小组负责处

理问题/解决方案的不同部分，然后

组装答案。你认为这些解决办法能解

决这所学校的问题吗？

�活动背景
通过讨论、角色扮演和问题解决，学生将探索他们对权利
和责任的理解。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平衡、公平竞赛

权利=义务

活动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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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在面临挑战时，培养技能，以帮助指导受奥林

匹克价值观影响的决策。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指导讨论、苏格拉底式提问、问题解决、协

作、思考技巧、沟通技巧、创新。

所需资源

活动空间。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学校运动季的第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了。有几个新生来到你们学校，

他们想加入你们队。一个学生不喜欢这些新生，并告诉团队的其他

成员不要给他们传球，也不要请他们参加团队活动，让这些新球员

知难而退。你不想参与这个计划，你能做什么？与你的小组讨论你

的选择，然后和班上的其他同学分享你的想法。

9至11岁
你是学校、社区或运动队的一员，这些团队取得了一些成绩。在一

场比赛中你的球队输了，其他选手把失误归咎于你，然后队友开始

取笑你，并威胁你。你担心如果你向老师或教练报告，这会变得更

加严重。你能做什么？创建五个小组，让学生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

审视这个困境：

• 欺负者的角度。为什么球员会这样表现？是否发生了一些事情可

以解释这种行为的变化？如果行为就是交流，那么这个学生在交

流什么？

• 受害者的角度。这个学生正在经历什么？为什么欺负者会以这个

学生为目标？

• 其他队友的角度。他们注意到了什么？这种行为让他们感觉如何？

• 教练的角度。如果教练注意到这种行为，他/她该怎么办？

• 父母的角度。如果这种行为变得明显，父母应该怎么办？要求每

组同学向全班同学汇报他们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和解决办法。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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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运动和生活常常让我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当面对复杂
的情况时，我们需作出自认为处理问题的最好决定。随着
年龄的增长，经验和技能有助于我们做出选择，但对于年
轻人来说，两难境地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这些活动向学
生介绍了他们可能面临的一些困境，并允许他们探索不同
的应对方式。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平衡、公平竞赛

作出困难的选择

活动单�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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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单�29

各年龄组方案（续）

12至14岁
你最近加入了学校的运动队，并且非常喜欢和队友们一起打球。你

也很欢迎那位最受欢迎的球员之一。你很快发现，球队和学校里的

很多球员都认为这个孩子很酷。有一天，当比赛结束后走回家时，

那个“酷孩子”叫你过来，在队友面前抽了一支烟，也鼓励你抽一

支。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小组讨论哪些选项可用。

15至18岁
一个热爱跑步的青少年想靠这项运动谋生。他刻苦训练，但低于职

业比赛所需的水平。教练承认这个年轻人的天赋，但是建议他如

果想提高并成为一名顶尖运动员，就必须服用药物。运动员应该做

什么？他知道他在作弊，而且服用兴奋剂对他的个人健康有很大的

危害。使这个两难处境更加复杂的是，这个男孩来自一个贫穷的家

庭，他赚的钱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组成小组，探索这种困境所涉

及的问题。

作出困难的选择（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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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追求卓越常常与获胜有关，尽管这是竞争的目
标，但这种解释是相当狭隘的。我们都有不同
的能力，在运动和生活中，努力做到最好是一
个崇高而有力的目标。追求卓越塑造了我们的

品格，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意义。它的影响力并
不局限于体育场，追求卓越可以渗透到我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周围的人。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追求卓越、平衡

全力以赴追求卓越

活动单�30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完成以下活动并了解新的体育运动！

填空。从下面列表中选择正确的体育项目，插入空白处，完成以下句子。

(a) 在冰上进行的两项运动是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b) 在白雪皑皑的山坡上进行的两项运动是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c) 用球开展的四项运动是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d) 在水上举行的三项运动是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e) 其中马也是运动员的两项运动是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f) 要求运动员射击目标的两项运动是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g) 跑步、跳高和铅球属于 ________________ 项目。

(h) 要求运动员在杆和环上旋转和转弯的运动是 ________________。

(i) 涉及人与人对抗的两项奥运体育项目是 ________________ 和 ________________。

射箭	 篮球	 田径	 帆船帆板

现代五项	 体操	 射击	 单板滑雪

滑雪	 赛艇	 拳击	 皮划艇

排球	 曲棍球	 雪车	 足球

摔跤	 马术	 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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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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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截取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全力以赴追求卓越（续）

各年龄组方案（续）

5至8岁
识别以下图中所示的冬季运动项目。

  雪车 

  越野滑雪 

  单板滑雪 

  钢架雪车

  高山滑雪 

  雪橇 

  自由式滑雪

  冰球

  跳台滑雪 

  短道速滑 

  冬季两项 

  冰壶

  花样滑冰 

  北欧两项 

  速度滑冰

eb c da

m nk l o

h jf g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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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追求卓越（续）

活动单�30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  基础手册》参考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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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方案（续）

5至8岁
识别以下象形图中所示的夏季运动项目。

  沙滩排球 

  马术 

  足球 

  举重

  帆船 

  体操

  田径

  摔跤

  柔道 

  铁人三项 

  场地自行车 

  射击

  拳击

  跳水 

  赛艇 

  曲棍球

  跆拳道

  乒乓球 

  射箭

  羽毛球

eb c da

m nk l o

r sp q t

h jf g i

图片截取自2012年伦敦夏奥会



48

��学习成果

了解追求卓越就是测试个人潜能的极

限，努力提高自己。

理解这一原则可以延伸到生活的各个

方面。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
法

探究、合作、创新、日志、心得、博

客、视频播客、旋转木马式学习、拼

图学习、分享圈。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活动空间、海报纸、钢

笔。

��参考资料
• Pro Safe Sport Online Academy 

webpage, Council of Europe.  
03/Man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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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单�30

各年龄组方案（续）

9至11岁
“不是为了奖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当加拿大运动员利亚·佩尔

斯获得女子1500米赛跑的资格时，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节点。面对高手

如云的赛场，她没有预料到会一路晋级。然而，佩尔斯状态正佳，她以勇敢

的精神奋战并闯入决赛。奥运会决赛是一场真正的盛况，与令人惊叹的运动

员一起加速、奔跑、再冲刺。佩尔斯跑在最后面，似乎不太可能跑到前面。

然而，在比赛的最后一圈，她以极快速度打乱了许多选手的节奏。佩尔斯开

始行动，她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那些疲惫不堪的对手。进入直道，第六、第

五，她最终以第四名越过了终点线。她距离赢得奥运会奖牌只有半步之遥。

比赛结束后，她在电视摄像机前接受了采访。一位评论员问：“你一定很失

望吧？”佩尔斯看着评论员，泪水夺眶而出。“失望？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

的比赛。我喜极而泣，不是为了奖牌……”

小组讨论利亚·佩尔斯的故事。她试图与评论员分享的是什么？在你的小组

中描述一个你感到满意的体育表演，即使你没有赢。是什么使它特别？

12至14岁
当你走在学校的走廊上，你会看到那些经常装饰墙壁的鼓舞人心的海报。海

报上用色彩斑斓的大字母写着：“描绘一条通往卓越的个人之路！”有一张

女孩在跑道上奔跑的照片。以下句子围绕这张图片展开：

• “远大目标会激励你。”

• 我们都有不同的能力。围绕你的个人潜力设定你的目标将确保你继续努力

工作以实现你的梦想。”

• “从教练和同事那里得到反馈可以帮助你改进你的表现。”

• “通过庆祝成就来平衡你的运动和个人生活，不要在挫折中对自己太苛刻。”

你停下来看看照片，然后读它的信息。你同意上面说的吗？

拿四张纸写下上面的陈述，把它们贴在墙上，让学生写下自己的想法。在每

个“站”给学生五分钟，然后让他们轮换到下一站。不许说话。当每个人都

参观完每个“站”时，请学生总结一下那张纸上的评论。

15至18岁
追求卓越不仅仅与运动相关，它也适用于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研究激励你

的人生的某人，然后为一本杂志写一篇文章，描述运动员在追求卓越的过程

中所体现的美德。

全力以赴追求卓越（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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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毅力常被引用为一种价值或生活技能，能帮助我们应对生
活带来的挑战。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不屈服于压力—所
有这些短语都激励我们克服困难。奥运会也许是对运动员
毅力的终极考验。许多人起初未能入选国家队，但最终通
过顽强的毅力，获得了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些活动或故
事是为了激励学生并且帮助他们理解参加奥林匹克级别比
赛需要什么。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追求卓越、奋斗的乐趣、尊重

毅力与奥运会

活动单�31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毅力意味着坚持不懈。想想你在运动场上必

须表现出毅力的时候。假设你们队输了一系列比赛。你是如何克服

这种失望的？你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坚持下去？小组讨论，和同学讨

论你的经历。

9至11岁
英国运动员凯利·福尔摩斯是世界级的赛跑运动员。她参加了所有

比赛的决赛，并赢得了许多奖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她获得了

800米的铜牌，对许多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伟大事业的顶峰。一次

运动会之后，凯利受伤了，但她的奥运金牌梦想却没有熄灭。来到

雅典参加2004年奥运会，凯利找回了自己的状态。尽管在800米比赛

中，凯利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的竞争压力，但她还是赢得了金牌。

几天后，她又获得了1500米的金牌。这两枚金牌是对她多年来的决

心和毅力的奖励。

你身边的运动员或者朋友也有类似的经历吗？他们经历了多年的训

练，经历过许多挫折，最后终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功。和你的同

学分享这些故事。

转下页

��学习成果

了解毅力可以让我们获得成功和实现目标。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合作、讨论、询问、分享圈。

所需资源

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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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单�31

各年龄组方案（续）

12至14岁
这是一个关于毅力和“默默无闻的运动员”的练习。奥林匹克历史

书的书页上满是有关著名运动员的故事。这些运动员中的许多人

已经飞跃到运动成绩的顶峰，并获得奥运会奖牌作为他们成功的证

明。但是，也有无数普通运动员的故事将写入奥运历史的篇章。这

些普通运动员，对他们来说，获得奥运会资格就是一项重大成就。

毋庸置疑，有运动员为国家队作出巨大牺牲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些

人会再三地试图晋级，但是失败了，然而他们坚持不懈，最终参加

了奥运会。

活动：找一个有资格参加奥运会的本地运动员，请他们描述他们

的“奥运资格赛经验”。写下这次交流，和你的同学分享你的发

现。

15至18岁
在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上，美国速度滑冰选手丹·詹森显然是500

米比赛的头号热门。不幸的是，就在比赛前几个小时，詹森得知他

姐姐死于白血病。詹森决心全力以赴参加比赛，但是比赛开始几米

后，他被绊倒了，摔到了冰上。几天后，他参加了1000米的比赛。

他以破纪录的速度出发了，但又在比赛中摔了一跤。这样的经历足

以让许多运动员结束职业生涯，但是詹森继续参加比赛。在1992

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詹森在这两个项目中都获得第四名。许多

评论员都说，詹森将是从未赢得过奥运会奖牌的最伟大的运动员之

一。然而，他没有放弃。两年后，在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上，

丹·詹森参加了他最后一届奥运会，并赢得了1000米的冠军。他终

于获得了奥运金牌！

想想丹·詹森的故事。你学到了什么？对于一个曾经有过一系列令

人失望经历的朋友或运动员，你有什么建议？

毅力与奥运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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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认识到挑战是生活和运动中固有的一部分；我

们能通过培养坚韧的品格应对挑战。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合作、角色扮演、分享圈、创意写作、专题式

学习、探究。

所需资源

美术用品（折纸）、活动空间。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讨论问题：坚韧意味着从困难中迅速恢复。当你心烦意乱时，你如

何让自己感觉更好？如果运动员表现令人失望，你会怎么做？

写或描述一个运动员在比赛中摔倒仅获得最后一名的短篇故事。接

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位运动员感觉怎么样？他（她）能做些什么来

重拾信心，在下一场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9至11岁
1945年8月6日，一枚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市。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整个城市被彻底摧毁。这一天也是酒井嘉纪的生日。酒井在离广岛

不远的一个小镇长大，他热爱跑步，十几岁时就加入了当地的体育

俱乐部。在19岁的时候，酒井获得了令人惊叹的荣誉：他被选为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最后一位奥运火炬手。

为什么酒井嘉纪被选来点燃奥运圣火呢？他是如何成为坚韧的象征的？

在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讲的是女孩贞子因广岛原子弹的放

射性效应而得了重病。当朋友们来看她时，她已奄奄一息。朋友们

不顾一切地想帮助她，于是，按照一个古老的日本传说，他们开始

制作数百只纸鹤。传说每一个制作1000只纸鹤的人都会实现一个愿

望。每年，日本的孩子们都会制作数以千计的纸鹤，它们是和平与

坚韧的象征。

活动：访问折纸网站，学习如何制作纸鹤。

转下页

�活动背景
奥林匹克运动会充满了运动员或团队为了竞争必须克服巨大
挑战的例子。此活动表提供了坚韧的不同表达方式的示例。
引用的例子和提出的问题旨在帮助学生确定他们能够用来克
服个人困难（无论在运动场上还是在生活中）的技能。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追求卓越、奋斗的乐趣、尊重

坚韧与奥运会

活动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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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韧与奥运会（续）

活动单�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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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方案（续）

12至14岁
洛佩兹·洛蒙在南苏丹的一个小村庄长大。他六岁时被绑架，目的

是把他变成一名儿童兵。他和几个朋友设法逃脱，跑了三天才穿过

肯尼亚边界。在接下来的10年里，洛佩兹住在一个难民营里，后被

资助去纽约上学。洛佩兹很快发现自己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跑步运

动员，并很快赢得了全国冠军。2008年，洛佩兹被选中代表美国

参加北京奥运会。虽然他没有赢得奖牌，但他的个人经历鼓舞了团

队，他被选中在开幕式上作为美国代表团旗手。

想象一下，你被要求采访洛佩兹·洛蒙。你想问什么问题？把你的

问题集中在坚韧上。他是如何克服挑战的？角色扮演面试。

15至18岁
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坚韧的组织。研究现代奥

运会的历史，找出那些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重大挑战或威胁的地

区。你可能希望调查的领域包括：抵制、内部腐败（特别是盐湖

城）、恐怖主义、政治和种族主义（特别是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

会的“黑人力量”）。选择一些方式与同学分享你的发现：书面陈

述、角色扮演、演讲、海报展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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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了解勇气对参赛运动员的重要作用。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合作、讨论、探究、分享圈。

所需资源

活动空间。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讨论问题：“勇气”这个词对你意味着什么？想想某些时候，有些

事情很有挑战性，你想放弃。但不知为什么，你一直在坚持。是什

么给了你坚持下去的力量？读下面的玛拉·伦扬的故事。看她是如

何表现勇气的？玛拉·伦扬是一位独特的运动员。在法律上，她被

认定为盲人运动员，但她却拥有有限的视力。

玛拉一辈子都在与视力障碍作斗争，从来没有觉得这会剥夺她参加

体育运动的机会。玛拉发现自己擅长运动。她刻苦训练，很快就被

选中参加1992年残奥会。玛拉非常成功，赢得了四枚金牌，但是这

仅是开始。玛拉喜欢跑1500米，这对于盲人运动员来说非常具有挑

战性，因为他们经常互相碰撞。尽管如此，玛拉还是代表美国参加了

2000年和2004年的奥运会。她因此成为第一位同时参加残奥会和奥运

会的盲人运动员。

写一篇关于玛拉·伦扬与视力障碍作斗争的故事。

转下页

�活动背景
这个活动单探索了勇气的价值。我们知道许多赢得奥运会
奖牌运动员的故事，但是我们不知道对于一些运动员来
说，参加奥运会本身就是成功。这些故事背后的中心思想
是，勇气是一种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价值观。无论在
运动场上还是在生活中，当我们面对挑战时，勇气能够增
强我们的力量。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尊重、奋斗的乐趣、追求卓越

勇气与奥运会

活动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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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组方案（续）

9至11岁
大多数有关奥运会的书都会教你如何认识那些取得惊人成绩并战胜逆境的运动员。通常，故事

的结局是快乐的—运动员脖子上挂着一枚奖牌。在“鳗鱼埃里克”的例子中却没有奖牌。事实

上，在男子奥林匹克游泳比赛中，埃里克是以最慢的速度完成比赛的运动员。但你读了他的故

事后会发现，参加奥运会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他具有巨大的勇气。

“鳗鱼埃里克”，埃里克·穆桑巴尼·马龙加是来自赤道几内亚的游泳运动员，他参加了2000

年悉尼奥运会。

埃里克不是一个天生的游泳运动员，事实上，他仅仅在奥运会举行前8个月才开始参加这项运

动。他不是在50米的泳池里训练，而是在一个到处都是鳄鱼的湖里训练，这是一项特别勇敢的

任务！埃里克参加了100米自由泳比赛，并以有史以来最慢的速度完成了比赛。分成三四个学生

小组，讨论埃里克的故事，并思考以下问题：他在鳄鱼湖里练习是勇敢还是愚蠢？你认为是什

么促使埃里克尝试一项他注定失败的运动？和你的同学分享你的想法。

12至14岁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加拿大赛艇选手希尔肯·劳曼显然最有希望获得金牌。然而，在

一次训练中，另一艘船撞到她的船上，她的头骨被打碎，腿部严重受伤。希尔肯需要做五次手

术，住院三周。参加奥运会似乎不太可能，而赢得奖牌看起来更是不可能。希尔肯出院后立即

恢复训练。她的腿受伤了，但她继续练习。在奥运会上，希尔肯的表现鼓舞人心，她赢得了一

枚铜牌。在几周前，她还躺在医院里，这一切看起来是不可能的。

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性格的哪些方面让她克服了这种难以置信的挫折？小组讨论，分享你的想

法。假设采访希尔肯·劳曼，你想问她什么问题？从她的经历中有什么经验可以融入你的生活

中吗？

15至18岁
杰西·欧文斯也许是奥运会历史上最具勇气的运动员之一。欧文斯是美国短跑和跳远运动

员，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被选中参加比赛。由于阿道夫·希特勒已经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并大力宣扬雅利安的优越思想，所以奥运会引起了争议。希特勒认为德国运动员应该看起来比

其他运动员都优秀。欧文斯不这么认为，他接连赢得了四枚金牌，这让希特勒很生气。

以上只是对杰西·欧文斯在柏林奥运会上的经历的简要描述。研究一下他的生活，想一想面对

纳粹的恐吓，他需要如何运用勇气。与你的同学分享所学到的，有没有其他运动员表现出勇气

的例子，你也同样感到受鼓舞？

活动单�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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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气与奥运会（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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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果

认识到哪些行为会带来健康或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

选择符合个人兴趣的体育运动或健康活动，促

成积极的生活方式。

��教学策略和学习方法

创新、合作、问题解决。

所需资源

活动空间、获得参与体育和户外教育的机会。

各年龄组方案

5至8岁
学习采取健康的饮食和平衡的选择。应该教育学生了解正确摄取营

养和避免有害食物如糖和反式脂肪的重要性。对于活动，应该鼓励

他们每天至少锻炼一小时，并限制他们的“屏幕时间”。应该教导

学生每天的体育活动对健康有显著的益处。

9至11岁
在这个年龄段，向学生介绍一些关于他们身体变化的对话。在活动

方面，建议强调户外教育和娱乐运动。

12至14岁
可以培养学生良好的决策能力及其在减少冒险行为方面的作用。对

于活动，学生准备选择他们自己的运动或制订个人健身计划。

15至18岁
高中的最后几年，学生可能面临复杂的挑战，选择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如吸烟、吸毒、酗酒和其他危险行为。参加体育运动被认为有

助于保护年轻人免受尝试有害事物的压力。鼓励学生参加竞争性团

队或校内团队。如果竞技体育没有吸引力，可以鼓励他们参加“健

康链”的活动，如瑜伽、健身班。

转下页

�活动背景
这些活动非常适合纳入生活技能课程。它们可以与任何年
龄组一起使用，内容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调整。

奥林匹克教育主题：奋斗的乐趣、追求卓越、公平竞赛、平衡、尊重他人

积极、平衡、健康的生活方式

活动单�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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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Olympic Adventure webpag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03/Links.

• “Moving Together: Promoting psychosocial well-being 
through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IFRC)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Reference 
Centre for Psychosocial Support (PS Centre), 2014.  
03/Manuals.

• Pro Safe Sport Online Academy webpage, Council of 
Europe. 03/Manuals.

• Let’s Move! webpage, White House. 01/Advocacy &  
03/Links.

• Designed to Move webpage, Designed to Move, 2015.  
03/Publications.

• “Your past is not your destiny: Flavio CANTO” video,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2015.  
02/Good Practices.

• “Red Ball Child Play” manuals, Right to Play International.  
02/Good Practices & 03/Manuals.

• “Qu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infographic,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5. 01/Advocacy.

• “Active gaming: The new paradigm in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Digital Culture & Education, Hansen, L. and 
Sanders, S. W., 2011. 01/Advocacy.

• “Sport for All – Play for Life: A Playbook to Get Every Kid in 
the Game” The Aspen Institute, 2015. 03/Publications.

延伸阅读：

• “Qu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QPE): Guidelines for Policy-
Maker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2015. 01/Advocacy.

• UNESCO webpage, United National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03/Links.

•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at School in Europe” 
Education, Audiovisual and Culture Executive Agency, 
2013. 01/School Curriculum.

• “Health Position Paper” Association for Physical Education, 
2015. 01/Advocacy.

• “Football Resource Kit: Using Football in Child Labour 
Elimination and Prevention Project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2013. 03/Manuals.

• “Global Recommendations on Physical Activity for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0. 01/Advocacy.

积极、平衡、健康的生活方式（续）

活动单�34



活动单

57

术语表

博客—使用互联网的学生可以写下他

们的OVEP经历，然后把它们发布到网

上。博客就像日记或周记，可以采取任

何你觉得符合你目标的写作风格。你可

能希望写得有说服力，表达意见或庆祝

他人的成功。它可以是你想要的任何东

西。有些博客是为粉丝而写的，而有些

博客可能只是为了表达个人的快乐。网

上有很多博客资源，通过搜索引擎可以

很容易地找到这些资源。

旋转木马式学习—这是一个集思广益的

活动。教育者提出一个可能包括几个部

分的问题，把它们写在不同的纸上贴到

墙上。学生轮流看每张纸上的问题，逐

一进行思考，并写下答案。最后，把墙

上的纸张撕下，对其进行整理和讨论。

这种方法可以激活学生的先验知识，激

发新的探究思路。它还能让缺乏自信、

不善言谈的成员在经过深思熟虑后为团

队作出贡献。

案例研究—学生可以对OVEP的特定方

面进行详细、集中的研究。应该由学生

决定展示学习成果的个性化方式。

聊天室—OVEP活动旨在征集和拓展学

生的想法。数字聊天室也许是与世界其

他地区的学生交流合作的绝佳平台。使

用聊天室作为教学方法潜力巨大，但也

必须结合良好的专业判断，因为它们可

能被用于发表不恰当的内容。建议教育

工作者向信息技术部门咨询建议。

分享圈—在这种学习方法中，学生围成

一个圈，并给一个问题去解决。圈里的

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通常是一个

开放、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然后记录者

将记录下圈内每个人的回答。收集所有

内容后，书记员总结答案，然后进一步

讨论。

公民素养—了解如何参与一个社区（地

方、全球）的活动让社会更美好。

合作—这是21世纪的学习能力之一，是

教授许多OVEP活动的重要方法。学生

在共同完成项目和任务时，鼓励他们不

仅要“和睦相处”，还要寻求和重视他

人的观点。

沟通技巧—OVEP的许多活动都培养学生

的沟通技巧。在写作中，他们有机会通

过讲故事、写文章和采访来创造性地表

达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可以通过运动、

戏剧和口语（如独白或对话）来发展他

们的个人表达方法。OVEP活动重视所有

学习者的思想和贡献，无论他们的能力

如何，推荐的教学方法都是为了让他们

在辩论和讨论中享有平等的发言权。

概念映射—这种技能要求学生识别概念

和主题之间的关系，然后以视觉的方

式表达它们。例如：奥林匹克主义与奥

林匹克教育主题有关，奥林匹克教育主

题与奋斗的乐趣有关，而奋斗的乐趣又

与运动的一个方面有关。这种思维策略

帮助学生将大量的信息进行分类，然后

分析（或根据项目或作业要求的方式使

用）。

建构—这是一种教育哲学，它建议学生

在“做”或体验学习时最有效地学习，而

不是被动地与内容互动。OVEP活动促使

学生通过建构来发展他们对价值观念的思

考和理解，而不是坐在教室里听课。

创新—这是21世纪公认的重要学习能力

之一。鼓励学生用自己的观点和方式解

决问题。

批判性思维—与其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

技能，不如说它是不同思维过程的组

合：分析信息，综合对个人的意义，形

成对新信息的判断。这是OVEP中的一

个重要技能，它帮助学生独立思考，而

不是被灌输思想。

辩论技巧—许多技能是通过将辩论作为

一种教学策略来培养的。以下是一些通过

适当的辩论实践发展起来的技巧：口头交

流、有效倾听、批判性思考和信心。

问题卡—在课程或单元开始时，鼓励学

生在小卡片上写下关于题目的问题。具

体来说，他们会写他们知道和想要知道

的东西。这些卡片可以在整个单元中由

教育者和学生查阅，并作为提醒来集中

工作和回答问题。

小结卡—配合问题卡使用的是小结卡。

在单元结束时，学生写下学到的、感兴

趣的内容，以及任何问题或挑战。

体验式学习—该方法要求学生完成一些

活动。在活动中通过“做”达到最佳的

课程效果。活动单19（残奥会）中的练

习，最好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进行学习，

而非仅仅通过思考来完成。

情景教学—戏剧同奥林匹克运动会一

样，是古希腊时期的伟大遗产之一。它

是研究问题时激发思考、分享想法和启

发新思路的有力方式。一些OVEP活动

利用情景将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问题融入

生活，为学生提供了有趣的使用活动材

料的方式。

引导或指导的阅读、讨论、思考、写

作—教育工作者可以使用OVEP和文章、

书籍、博客、网站等补充材料来支持学

生对所提问题的理解。在定向阅读中，教

育者可能会要求学生作出预测（“你认为

如果……会发生什么？”），使用提示

来激发更深入的思考，帮助学生进行比

较，发现相似之处，注意差异。

以下术语将为您的知识库添彩加墨，但是不一定纳入资源资料。本术语表旨在作一般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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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这可以是个人或协作的过程，鼓

励学生成为他们自己的知识和理解的探

索者。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点：

• 引导式探究—教师提出问题，学生

选择研究的过程，然后交流他们的

发现。

• 结构式探究—教师提出问题，并期望

从研究中得到具体结果。这种方法的

重要之处是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反

思能力。

• 开放式探究—学生自己选择探究问

题、研究方法以及成果分享方式。

拼图学习—在这个方法中，学生被分成

小组，学习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然后

他们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想法，并

汇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促进合作的

有力方法。如果拼图的其中一块，其重

要性超过了其他的任何一块，就像七巧

板中最大的那块一样，那么这种拼图学

习方法就不会起作用，因为部分必须适

应整体。

日志—鼓励学生在进行OVEP活动的过

程中写日记，记录想法，并对需要辩论

和分享的主题形成自己的观点。这可以

成为学生个性意识发展的重要记录。

阅读教学—这是收集学生关于OVEP主

题想法的好方法。学生被分成（或自主

选择）小组。给他们读一篇课文，然后

讨论它的内容。他们可以向更大的小组

汇报所表达的对话和意见。这种阅读教

学既可以用来研究书籍，也可以用来研

究短文。

元认知—该技巧鼓励学生分析自己的思

维过程—它告诉他们什么？是否有偏见

或深度？这种思考是否揭示了偏见或深

度？它是否提示或需要进一步的问题以获

得更清晰的信息？这种方法最适合于思考

能力强的人，而不是那些思考能力仍然

处于具体的、循序渐进水平的人（例如幼

儿）。

监测和评估—监测进行中的项目，包括

参与者、他们的家人和指导员的签到，

以便收集反馈意见，不断改进方案。评

估是处理数据(即定量、定性)的综合方

法，用于确定方案是否达到目标，并向

参与者提供反馈。

小组讨论—选择主持人（教育工作者或

学生）向一群人（可能是学生或专家）

提出问题。讨论的形式是多样的。主持

人可以向小组的特定成员提问，也可以

向所有成员一起提问。在指定时间回答

问题之后（没有中断），其他小组成员

可以对回答进行评论。

同伴教学—研究表明，同伴教学（学生

互助）能大幅度提升帮助者与受助者学

习的成功率。这种学习方式也有助于困

难学生的学习。在同伴的帮助下，学生

们既能更好地理解知识，又能有效地结

识朋友。

个性化—这种方法利用了21世纪的学习

能力（创新、合作、沟通技巧、问题解

决），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

风格来设计学习内容。学生可以选择如

何个性化地展示学习成果。

文件夹—文件夹是学生的资料库。它可

以是实体文档，比如活页夹、文件，也

可以是存储在媒体上的电子内容。学生

收集能够展示学习成果、过程、优缺点

等内容的资料。

幻灯片—可以使用数字工具丰富地呈现

与OVEP活动相关的内容。

问题解决—在不同情况下确定解决方案

的能力。年轻人在寻求最佳解决方案时

应该批判性地思考并与他人合作，争取

找到更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专题式学习（PBL）—鼓励学生选择一个

问题，指导他们学习一定内容量的作业或

项目。OVEP和PBL可以紧密结合，因为

学生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教育主题，然后

探索感兴趣的方面。PBL方法支持学生自

己选择呈现所学内容的方式。

问答—这种方法的重点是教育工作者提

问的技巧。一方面要加深学生的理解，

另一方面要根据学生的回答进一步提出

问题。这种方法让学生有机会作出预测

并进行推理，这些推理的可靠性和准确

性也将通过问答被质疑和挑战。

反思—为了改进活动或课程的教学或结

果而对经验进行反思的行为。

心得—学生写下自己对一个问题的想

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例如：教育

者可以提问“OVEP能改变学生的性格

吗？”当学生参加OVEP活动时，参与

者就可以根据这个提问写下心得。

圆桌会议—在这种策略中，教育工作者

在纸上写出一个问题（或几个问题）。

学生写出答案或提出建议，然后把纸传

给小组中的下一位成员。这是产生想法

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是教育者衡量小组

理解水平的方式。

苏格拉底式提问—这个策略是受古希腊

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启发。它由教育工作

者主导，通过向学生提问挑战他们的观

点，并让学生捍卫自己的观点。

讲故事—一种与学习者交流话题或概念

的有效方式。

任务卡—教育工作者写下开展OVEP活

动的各项任务。将这些卡片分给小组以

便提问或阐释。

思维技能—OVEP活动促使学生探究自

己对材料的观点。因此诸如分析、反

思、归纳综合和构建理论等思维技能都

包括在内。

网络学习—有信息和通信技术（称为

ICT）条件的学生可以创造性地利用

OVEP活动中的资源，并在视频会议、

播客、聊天室或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

想法。

视频播客（Vlogs）—学生的信息技术水

平让他们有许多独特的方式向教育者展

示学习成果。Vlogs是博客的视频版本。

学生们可以互相录制采访、独白，并上

传到网站。这种方法为学生学习提供了

很大的可能性。

倒推—这是一种独特的教学策略，通过

这种策略，学生可以从最终目标入手，

从后往前来推测，确定每一个步骤。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排名不分先后）

    马  凌  王  雁  王玉中  王石安  王晓东  王丽莎  仇  军   

    李忠诚  张敦南  茹秀英  郭晓勇  裴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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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殳  海  戴高乐  李喜林  邵化谦  赵  阳  李  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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