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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戴宗翰：

趁年轻，要去看一个
不一样的世界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11 月 19 日，
“ 更路簿”暨第二届海洋文化
研讨会在海南博鳌开幕，目前在山东大学担任
硕导的台湾学者戴宗翰应邀出席。每个教师都
有自己的侧重点，
有的会强调多读书，有的比较
注重社会实践，常在国内外进行访学交流的戴
宗翰则格外重视国际视野。

“三明治”的教育理念

编者按

动感 学校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 印 发 了《“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将
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
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以中小学为重点，建立
学 校 健 康 教 育 推 进 机 制。
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育
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
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
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
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培
养健康教育师资，将健康教
育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
和职后培训内容。
一所重视学生体育的
学 校 ，除 了 令 校 园 充 满 活
力，也会在多个方面带来积
极影响。教育周刊今天介
绍海口三所重视运动获得
口碑的学校，看看他们是如
何做的，都收获了什么。

运动，
让校园充满活力和魅力。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张茂 通讯员 周玉萍 摄

让孩子们更强壮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秀峰实验学校 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球队
“来，小朋友们，我们现在开始
做准备运动。”11 月 16 日下午，海口
市秀峰实验学校操场上，体育组的
老师们正带着小朋友做训前热身，
篮球队、足球队、跆拳道队……几百
名小队员站成排，迫不及待地开始
今天的训练。
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 5 点半，
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里都是这幅热

闹的景象。在体育方面，这所学校
获 得 的 成 绩 可 不 少 ，其 足 球 队 在
2015-2016 年海口市西盟杯校园足
球联赛获得过一等奖，篮球队也在
今年龙华区首届“双创”杯中学生男
子篮球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秀峰实验学校，位于龙华区滨
濂村附近，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原名为海口市秀峰小学。

校长李玲很喜欢毛泽东主席的
那 句 话“ 文 明 其 精 神 ，野 蛮 其 体
魄”，
“ 如果没有好的体魄，学习再
好，事业也干得不长久。
”
在秀峰，
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球队，
每周都有各式各样的体育比赛，
每个
班级每周至少有3节体育课。除此之
外，
学校会组织足球文化绘画、
黑板报
比赛，
还会发动孩子们给球队设计队

徽，
校园的体育氛围十分浓厚。
良好氛围的带动下，越来越多
的学生主动加入到学校组织的体育
兴趣班，校足球队也从当初的 10 多
人扩展至 100 多人。学校还将音乐
与足球结合，编排了足球啦啦操，这
套啦啦操不仅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还被省教育厅评为示范代表，走进
不少学校进行展示。

学术经验并不局限于闷头读书

海口市第一中学 好玩有趣的“大课间”
在很多人眼里，高三是专心备
考的一年，学校减去体育课时间似
乎也是理所当然之举，但海口市第
一中学却不这么做。
海口一中体卫艺处主任杨文刚
告诉记者，自 2008 年开始，每周二
下午 4 点半至 6 点半，一中的操场
里，就会上演一场场好玩、刺激的游
戏比拼，大家都把这个时间称之为
“大课间”。在这个时间段，所有高

三年级的学生被分为 4 个大方块，
每个方块由固定的班级数组成，方
块里的班级将进行统一的游戏比
拼。通过这种方法，帮助学生达到
锻炼的目的。
“我们的比拼可不是简单的跑
跑步、跳跳绳。”杨文刚介绍，每一个
比拼的项目，都是学校体育组老师
科学设计的，具备十足的趣味性。
“比如百米接力项目，可能会添加很

多障碍，可以让你在跑的过程中跳
栏，也可以让你抱着球蹲着跑，还可
以是三人一组绑腿跑，
形式各样。”
“高三了还这么花功夫搞锻炼，
不耽误学习吗？”
记者问。
“学校从不认为这是耽误时间，
反而，
我们认为在比拼中孩子们所经
历的一切，
都能帮助孩子们成长。
”
一
中副校长笪旭充满自信地说。
去年刚考上清华大学的王怡告

诉记者，
“ 运动能放松我的大脑，也
给了我持续学习的活力。”
持续的锻炼，让一中学子在每
年的空军招飞考试中屡获佳绩，我
省每年招飞只有 10 个名额，海口一
中 2011 年 1 个学子考上，2014 年有
3 名考上，2015 年也有 1 名学生考
上，学校因此获得了“空军招飞优质
生源基地”的称号，是我省唯一获此
荣誉的学校。

初我们预料不到的。
”
据了解，
灵山中学每年在足球队
上的开支不低于一百万元，
这对于一
所乡村学校而言，
并非易事。为了培
养优秀的球员，
学校自费让孩子参加
全国性、
甚至国际性的足球比赛，
聘请
优秀的教练，
购买优质的器材，
建造一
流水平的训练场。
“我们希望获得社会
和教育部门的更多支持，
希望有朝一
日，
我们也会培养出职业球员。
”
这份坚持，也吸引了今年刚上
高二的李开科，为了更好地练习足

球，他从省级重点学校转学到灵山
中学就读。李开科说“我热爱足球，
这里的足球氛围是我向往的。”据校
足球队教练林声广介绍，李开科并
不是个例，省内不少青少年足球爱
好者都希望在这里获得专业化的训
练。
在球队“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
带动下，近年来，灵山中学中高考均
取得较好成绩，2016 年被省市重点
中学高中录取的学生有 100 人以上，
高考二本线以上 100 多人。

灵山中学 希望培养出职业球员

在海口市第一中学，
缓解压力、
愉悦身心的高三大课间之拔河比赛。

走进海口市灵山中学，远远就
能望见其校内 3 个小型人造草足球
场和 1 个足球比赛标准场，这样的
“设置”
在海南可是首屈一指。
足球训练场旁的荣誉陈列室里，
满眼皆是学校从一场场比赛中争得
的奖杯、奖牌。从灵山足球队 2006
年参加省市各类比赛起，
已获得省级
及以上比赛冠军 12 次，亚军 4 次和
季军 3 次。而学校高中男子足球队，
从组队至今连续 11 年参加省中学生
足球赛，
连续 10 年进入前四名，
连续

6 年进入决赛，共获得 5 个冠军。这
份不断刷新的成绩单，
是灵中人的骄
傲。
担任学校体育教研组组长十多
年的张耀雄是学校体育发展的见证
人，他告诉记者，从 2002 年组建球
队开始，学校一直坚持校园足球特
色办学。
“ 刚开始，我们组建球队只
想帮助孩子们培养爱好，遇到过很
多的困难，但我们从没想过放弃，现
在，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球队也得
到了很多机会和帮助，这些都是当

海经贸足球队再次蝉联省高职足球赛冠军

这支铁军不简单 连续七年当
“一哥”
■ 本报记者 刘操 实习生 熊珊珊
11 月 15 日，
全国大学生男子校
园足球联赛海南赛区（高职高专组）
决赛在海南大学足球场上演。在 90
分钟的常规时间内，
参赛的两支队伍
海经贸足球队与海职院足球队全场
战成0：
0。在惊心动魄的5回合点球
大战中，
海经贸足球队以比对方多进
一球的优势最终胜出。
“我们赢了！”
这已是海经贸足球队连续七年蝉联
全国大学生男子校园足球联赛海南
赛区（高职高专组）冠军了。
被问到多年来连续参赛夺冠的
秘诀，海经贸足球队主教练黄闻寰
坦言，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秘诀。
“我
们很简单，就是让球员对足球保持
浓厚的兴趣，保持定量的训练时间，
根据球员所长安排球员位，球员们
必须要有团队至上的意识。
”

■■■■■

在他看来，看不同国家的风景，
可以提升一
个人的眼界，从而改变自己看世界的心态与眼
光。
“不仅仅是欧美国家，即便是东南亚国家，也
是可以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
据他介绍，台湾技师学院有种名为“三明
治”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开阔
学生的国际视野。所谓“三明治”教育，是指一
种注重“产-学-研”相结合的教育理念。学制
三年，
第一年在学校学习基础知识，
主要以学习
书本理论为主；
第二年出国学习，
经费学校会补
贴一部分；第三年回国，
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
以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为例。学生第二年
会去酒店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入酒店学习酒
店实务，如前台迎客，
客房管理等。
“他们在工作
中会遇到许多书上没有的理论，所以当他们第
三年回到学校，
进行毕业论文写作，
会将所学的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加深对本学科的理解。
”
这种教育模式对学生来说，每一年的学习
内容都非常明确，而且注重学习内容与社会的
联系，
应用性较强。
“第二年可以出国学习，
不仅
可以开阔眼界，感受发达国家最顶尖的服务与
管理；
同时也锻炼了口语，提升与自身国际交流
水平。
”

找一帮志趣相投的小
伙子共寻“足球梦”
黄闻寰从小就开始踢足球，1990
年毕业以后，出于对足球的热爱以及
自身过硬的足球技术，他开始在海经
贸从事体育教学。
2006 年，海经贸足球队正式开始
组队，黄闻寰回忆，这支如今让其他学
校羡慕不已的铁军在成立之初，差点
儿连人数都没凑齐。
“一部分我们早就看中的学生选
择了去其他的高校，一部分因为文化
课分数不够而最终没能被录取。
”
黄闻
寰回忆，刚开始组队的时候，
学校的相
关设施也还没完善，所以很多人对于
这支球队都心存疑虑。
好容易成立了球队，但训练场地
又成了问题，当时，学校的足球场还
没有建成，学生们只能在简易场地上
练习。
“虽然条件艰苦，
但足球队里的所
有人都保持着好的训练状态。”
黄闻寰

说，球员和自己都很珍惜这支球队，
从
周一到周五，球队固定会有三天进行
训练，
从下午四点开始直到天黑结束，
从来没有人会提前离开。为了球员养
成好习惯，
黄闻寰总是以身示范，
比球
员先到训练场。
“队员们和我一样，从小喜欢足
球，时刻保持着对足球的热爱。”黄闻
寰经常会找来许多足球配合的具体案
例给球员们讲解，还和小队员们分享
自己的足球经历。

“定制化”训练创比赛佳绩
好的比赛成绩离不开高质量的训
练。黄闻寰认为，每个球员的体能素
质和足球水平都各不相同，要让他们
在赛场上配合协调，发挥最大优势，
就要给予不同学生以不同的定制化
训练方式，找准他们在场上的最适合
位置。
在黄闻寰看来，在赛场上“主守”
还是
“主攻”
从来不是他所考虑的比赛
战略，取长补短，精准布局、保持三条

线的平衡才是踢好比赛的重中之重。
通过定制化的训练方法，加上整
个团队的坚持与付出，海经贸的团队
开始收获成功。2010 年，黄闻寰带领
的足球队在全国大学生男子校园足球
赛海南赛区（高职高专组）的比赛中第
一次夺得冠军。
2015 年 6 月，在青海西宁的全国
赛中，海经贸的足球队与来自全国 10
多个省区的 15 支球队狭路相逢。
争夺全国四强的比赛是黄闻寰记
忆最深刻的一场。比赛刚开始，球队
的队长就被出红牌罚下场，球队只能
以 10 个球员对战 11 位对手。紧急时
刻，黄闻寰马上根据每个球员的球技
所长重新调整球员的场上位置。最
终，球员凭借上半场抢先进球，
下半场
顶住压力最终战胜对手，挺进四强。
在稍后的比赛中，
夺下全国季军，
创造
了海南省高校足球赛（高职高专组）的
历史最佳战绩。
财务管理专业的学生黄祚航是今
年球队的主力，
他说，
自己在球队的每
一天总能收获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

■■■■■

西。
“ 念大一时，我因为担心踢足球会
影响专业学习，但是教练球员们都支
持鼓励我，如今，我的学习也并未受影
响，反而从训练中学会如何更好地与
他人合作。”

又一次赢得参加全国
比赛的机会
记者获悉，近年来，海经贸用于招
生、场地建设等方面的投入逐渐加大，
在进行足球建设的预算规划上，学校
会根据每年的不同情况进行灵活调
整。今年，为响应国家政策，学校还派
出一位教练赴法国学习足球，进行深
造，旨在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
为学生
们提供更多元的指导。
今年夺得了全省比赛的冠军，也
意味着足球队又一次赢得了参加全国
决赛南赛区比赛的资格。黄闻寰已经
开始了准备，
“ 会更注重球队的组织
化、规范化以及球队自身文化的建设，
竭力让球员们在明年的比赛上能够得
到最优发挥。
”

即便已经博士毕业，戴宗翰还是经常到不
同国家的不同高校访学交流。在他看来，北上
广等一线城市国际化程度同样很高，对于暂时
没有条件出国交流的同学来说，可以通过一些
校际交流、联合培养的形式，多去外面的世界看
看。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会议、论坛选择来海南
举办，这无疑是海南学生开拓视野的机会。戴
宗翰认为，学术经验并不局限于闷头读书，
学生
可以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到国际会议之中。
“接
待外方嘉宾也是一门学门，
这也是学术经验，可
以从中学会如何同学者交流。”
戴宗翰说自己年轻时就曾以志愿者的身份
接触到不少学者，
不仅学到如何与人沟通，
还与
他们保持联系。
“因为有过联系，他们在我未来
做学问、申请访学时，
还提供了不少帮助。
”
在他看来，这就好比读书一样，
所有的经历
都不会白费，
会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未来滋养你
的养分。
“去体会不同国家的人文风景，看过不
一样的世界，才会有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世
界。”戴宗翰解释道。

特教教师结对帮扶
将扩大规模
本报讯 （实习生钟圆圆 记者计思佳 ）11
月 20 日，我省举办特殊教育教师师徒结对帮扶
总结会暨 2016 年度特殊教育教师专题培训
会。第二期特教教师结对帮扶活动计划已提上
日程，
并将扩大活动规模，
为更多老师和特殊教
育专家搭建交流平台。
据了解，为满足海南省特殊教育事业发展
的需要，充分发挥老校对新校、老教师对新教师
的传帮带作用，海南省教育厅在 2014 年 5 月启
动了海南省特教教师结对帮扶项目，从特殊教
育学校中选拔 10 名左右骨干教师担任师傅，由
各市县特殊教育学校、各市县教育（教科）局选
定培养对象徒弟人选，最终 10 名师傅和 29 名
徒弟成功结对帮扶。
海南（海口）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吴若江
认为，第二期的结对帮扶活动要重点解决两
大问题，一是扩大规模，结对帮扶活动既要覆
盖 现 有 的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也 要 覆 盖 新 建 的 8
所特殊教育学校；二是加强教研员和普通学
校随班就读教师的培训。据了解，全省 18 个
市县的教研员均为非专业人士，且报名参加
本次培训的仅有一半，教研员队伍专业素养
参差不齐。
作为第一期结对帮扶活动师傅的李雅玲
老师则认为，在第二期的帮扶活动中应该增强
针对性，进行学科细化，有学科性地选择师傅，
有针对性地选择徒弟，将师傅和部分同校徒弟
放在同一组，方便研究同一学校的存在的实际
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