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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彬 绘

■叶思雨 郭聪 通讯员 曹正

每天上午9点半， 西南石油大学行政楼
内除了接待师生服务窗口的教职工， 其他人
员都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 走出办公室， 来
到行政楼前的空地， 做起广播体操， 锻炼身
体。 教职工集体“工间操”， 成了学校一道
独特的风景。

今年， 西南石油大学启动的教职工“人
人入队” 工程， 使得该校教师参加文体活动
成为一种时尚， 也让往日受冷落的文体活动
重新受到教师们的欢迎。

不知从何时起， 原本颇受高校教师欢迎
的文体活动， 却逐渐“失宠”， 在一些教师
眼里沦落成“鸡肋”， 昔日全校教师齐动员
参与文体活动的场面似乎已成为一种记忆。

教师文体活动作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不可忽视
的作用。 在新时期， 如何让教师文体活动焕
发新的活力， 使文体活动真正起到丰富教师
业余文化生活、 促进教师身心健康的作用？
对此， 笔者进行了调查。

高校文体活动“求参与”

这几天， 陈宏正在为学校举办一年一度
的校体育文化节的事情发愁。 为了凑齐学校
工会下达的“运动员” 名额， 作为单位的工
会干事， 他用尽了“威逼利诱” 的办法， 到
处央求同事报名参加。

最终， 在付出“请吃饭” 的代价下， 几
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答应报名参加， 才算完
成任务， 解了燃眉之急。

这让已有30年教龄的陈宏感到十分的
不解。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我刚参加工
作那会儿， 只要是学校举办的活动， 人人都
会参加， 体育文化节更是学校的盛会， 像过
年一样热闹。” 回忆起那个时候的场景， 陈
宏感慨地说， “今非昔比。”

据笔者调查， 目前高校组织的文体活动
受到教师们冷落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 对
此， 成都某高校有着20多年工会工作经验
的曹文静感受特别深刻。

在我国， 绝大数高校都是由工会承担组
织开展学校教师文体活动的职能。 曹文静坦
陈， 在21世纪以前， 高校工会在丰富教师
文体活动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随着社
会的进步、 时代的发展， 校工会在这方面的
组织能力、 号召能力已大不如以前。

“以前， 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宣传动员，
老师们都会主动积极参加。” 曹文静认为，
那个时候学校组织文体活动之所以受到教师
们的欢迎， 主要原因是生活比较单一， 平时
娱乐活动也比较少。 “哪像现在， 很多老师
尤其是年轻老师宁愿宅在家里看电视， 上网
聊天， 也不愿抽出一点时间来参加学校组织
的各类文体活动。”

在偌大的室内运动场， 稀稀拉拉的几个
人显得格外冷清。 四川某高校正在举办“迎
校庆” 书法绘画比赛， 如此冷清的场面让活
动主办方负责人李建辉既尴尬又意外。

“按理说， 校庆活动算是比较重要的，
学校也正儿八经地发了通知， 通知里面说得
清清楚楚， 要求每个单位必须选派足够的人
员参加， 但结果还是让我有点意外。” 李建
辉说。

在实际工作中， 让李建辉郁闷的还
有， 他们好不容易绞尽脑汁把活动组织
起来了， 可每次参加活动的总是些老面
孔。 “要么就是各二级单位的工会主席、
干事， 迫于无人参加才报名， 要么就是
40岁以上的和离退休教师， 年轻的教师
很少。”

面对失宠的文体活动现实状况， 曹文
静也很无奈。 “不搞， 对不起这份工作，
以后开展文体活动就更加困难了； 搞的
话， 费力费时， 效果不好不说， 更重要的
是职业成就感受挫， 总觉得是自己剃头挑
子一头热。”

文体活动为何不受待见？

一边是学校费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
财力， 一边是教师们并不领情， 参与热情
不高。 文体活动受冷落的背后到底有着什
么样原因呢？

“学校开展的文体活动太单调， 完全
没有吸引力， 基本还停留在上世纪的老三
样： 球类健身、 书法绘画、 知识竞赛， 比
赛的奖品也还是老三样： 肥皂、 毛巾、 洗
衣粉。 年年如此， 不参加也罢。” 某高校
的一吴姓教师说。

笔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 与这位教师
有同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 他们认为， 随
着时代的变化和进步， 高校教师文体活动
也应不断改进。

工作忙、 压力大、 没有时间， 是高校
教师们不热衷参加学校文体活动的一个主
要原因。

四川某高校30岁的戴路每个学期平
均有320学时的课， 还承担了多个科研项
目， 作为一名孩子刚满半岁的年轻妈妈，
她直呼吃不消， “还没有开学就盼望着下
一个假期， 连家都快顾不上了， 哪还有心
思参加文体活动？”

“按道理， 在这种巨大压力面前， 学
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 刚好是一张一
弛， 可以起到缓解压力的作用， 但由于学
校组织开展的文体活动缺乏新意和吸引
力， 使得很多教师宁愿放弃这个本可以让
自己喘口气的机会， 也不愿浪费时间和精
力。” 戴路说。

换个角度看， 活动组织者也有自己的
苦衷。

随着高校规模的扩大， 教师的人数
也在不断攀升， 文体活动开展难度加大。

“人数众多， 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不一
样， 这给我们开展活动增添了很大的难
度。 以前学校教职工只有500多人， 现在
翻了4倍。 因此， 要组织一个全校教师都
能参与的文体活动， 的确不现实。” 李建
辉说。

除了教师人数激增的现实状况， 有些
高校在开展教师文体活动的时候， 还面临
着无组织、无场所、无经费的“三无”状态。

除了校工会平时组织开展一些活动之
外， 绝大多数高校并没有像大学生一样成
立各种文体活动的协会和社团这种民间组
织， 即使有些高校成立了类似于篮球协
会、 舞蹈协会等组织， 但由于受到活动经
费的制约， 也多半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

此外， 高校缺乏开展文体活动所需场

所也是制约文体活动蓬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 一方面高校教师人数增多了， 但另
一方面， 学校所能提供给教师开展文体活动
的设施却没有相应增加。 “有时候我们不得
不去抢占学生文体活动的设施资源， 但还是
杯水车薪， 不能完全满足教师的文体活动需
求。” 曹文静说。

如何让教师走出办公室动起来？

要让文体活动焕发新活力， 使文体活动
有特色、 受欢迎、 被喜爱， 就必须创新工作
思路， 在管理运行体制、 组织方法、 活动内
容及活动形式上下功夫。

西南石油大学校工会常务副主席陈德颉
认为， 要改变目前高校文体活动不受教师待
见的状况， 最重要的就是在文体活动内容上
进行创新， 把教师吸引过来。

“由于高校教职工年龄、 性别差异， 文
化素养、 欣赏水平不一， 因此， 开展高校文
体活动一定要丰富多样， 有不同的特点、 不
同的层次， 以满足教职工的多种需求， 要根
据教师的兴趣、 爱好、 特长、 需求进行设
计， 而不是几十年不变。” 陈德颉说。

有数据显示， 高校教师的患病率排前四
位的为血脂异常、 高血压、 糖尿病、 脂肪
肝， 体重超标、 肥胖已成为教师身体亚健康
的“祸首”。 有鉴于此， 从今年开始， 西南
石油大学启动了一项针对全校教职工的特别
计划———“人人入队” 工程， 学校以红头文
件的形式， 要求每名教职工至少参加一个文

体组织， 以此加强教师的锻炼。
为确保“人人入队” 工程顺利实施， 西

南石油大学还把每周四的下午定为全校无课
日， 专门腾出这个时段， 开展全校性、 形式
多样的文体活动， 让教师走出办公室， 走进
运动场。

“入队工程” 实施两个月以来， 受到了
教职工的热烈欢迎。 现在每周四的下午4点
半， 把手头的工作完成之后， 西南石油大学
学工部的刘小萍就会跟同事一起去教工小区
网球场， 在教工网球协会教练的指导下， 练
习打网球， 锻炼身体。

4月20日， 来自中国地大 （武汉）、 华
中科大、 华中农大等多所高校的百余名单身
教师， 一起赴孝感天紫湖畔， 与湖北省直机
关同样单身的男女参加野外拓展活动。 活动
主办方、 中国地大 （武汉） 工会负责人表
示， 这已是该校第三次举办为学校老师定制
的相亲活动。

该负责人说， 高校教师择偶的眼光普遍
较高， 其中很多并非武汉本地人， 交友圈子
相对狭窄。 加上他们大多学历高， 把青春都
奉献给了学术， 在恋爱这堂课上他们并不及
格， 也容易成剩男剩女， 我们得想方设法让
他们多上这样的恋爱补习班。 野外拓展活动
植入“相亲” 主题， 也算是文体活动的一种
创新。

大连大学校工会杜敏认为， 高校文体活
动的现有管理运行机制也是制约高校文体活
动发展的根本原因。

据笔者调查， 目前， 我国高校教师文体

活动主要由校工会组织实施， 虽然二级单位
也相应成立了二级工会， 但二级工会的工作
人员都是兼职的， 主动开展文体活动的积极
性不高。 “就凭校工会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要把几千甚至近万名教职工的文体活动组织
开展好， 难度可想而知。” 某高校校工会负
责人表示。

杜敏建议， 对高校的文体活动管理体制
和组织方法要进行大胆改革和探索， 形成

“一体两翼” 的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 “在
以校工会为主的基础上， 大力加强二级单位
工会和教师自发成立的协会、 俱乐部的建
设， 基本实现由工会集中管理到二级工会、
协会俱乐部自主管理， 变工会组织管理为协
调服务。”

据了解， 上海大学校工会主要负责组织
全校性的大型文体活动， 30个基层分工会
结合自身特点， 在小范围内， 灵活机动地开
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从而保证工会文体工作
以点带面， 全面铺开。 另外， 该校还有13
个教职工文体协会， 经常开展一些有意义的
活动。

“高校教职工的文化体育活动， 是校园
文化的一种自然表露形式， 是构建和谐校园
的有效载体， 学校必须高度重视。 我们实施

‘人人入队’ 工程， 提供组织上的保障、 条
件上的支持， 组建各种文体协会， 以传统特
色项目带动各种活动自发地可持续地开展，
其目的就是努力营造健康向上的良好环境。”
西南石油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工会主席张文
卫说。

高校教职工文体活动为何受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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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王震等人的事迹让临潼中学的学生

深受教育。 “他们勇于扶、 敢于扶的行
为让我钦佩， 他们是我身边的楷模。”
临潼中学高三 （18） 班学生程天照说。

“在那一瞬间我什么也没有想， 看
到重伤倒地的老人， 我只想赶紧将他救
起来。 社会需要互助友爱， 我们要传递
更多的正能量。 ”王震说。

以行动践行核心价值观
“多亏了这些学生， 我父亲才得到

及时救治。” 老人的女儿特意给临潼中

学送来锦旗和感谢信。
陕西省省长娄勤俭日前对10名

中学生见义勇为先进事迹作出批示：
“几位同学见义勇为， 毫不犹豫伸出
援手， 帮助危难中的老人， 令人钦
佩。 他们心地善良、 行动果敢、 施救
科学， 彰显了互助美德、 弘扬了社会
正气、 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应予表扬和鼓励。”

“这样的好人好事在我们学校还
有很多。这些学生有些也互相不认识，
却能自发前去救助老人，让人欣慰！ ”
临潼中学校长朱双喜说，“让学生从小

懂得什么是真善美并身体力行， 是学校
德育工作的重点，中学生正处在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期， 教育要着力
引导学生们向上向善向美。 ”

在临潼中学， 流传着一句话：“老师
好示范，学生好习惯”。 学校将核心价值
观教育细化为紧贴师生的具体要求，采
取各种措施鼓励教师为人师表， 言传身
教， 在一言一行中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
的教育。 针对学生 《一日常规》 中具体
的行为规范， 学校每周安排一个重点，
使外在的品德要求内化为学生的自身需
求， 从而逐步外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

与此同时， 学校出台了学生行为习
惯养成综合评价制度， 一改传统的学生
被动接受教师鉴定的单一评价模式， 实
行多方参照评价， 即学生自评、 他评、
互评、 家长评、 任课教师评价相结合，
从生活、 卫生、 学习、 心理、 交往等各
方面对学生进行客观全面评价。

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李兴旺说， 学校
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地。 西
安市临潼中学10名学生见义勇为的行
为， 展现了当代青年学生良好的精神风
貌， 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传递了正能量。

（上接第一版）
完善预案， 为考生提供周到细致的

服务。 教育部要求各地积极创造条件，
为考生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考试服务， 为
残疾人平等报名参加考试提供便利， 如
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 电子试卷或
者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予以协助。 同时，
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全力做
好对地震、 暴雨、 洪水及其次生灾害和
疫病的应急防范工作。 今年高考时间适

逢周末， 各地还将根据交通流量情况，
启动相应预案， 确保考生方便出行。

加强宣传， 积极开展诚信考试教育。
今年，各地教育部门将继续开展面向考生
的诚信教育， 组织签订诚信高考承诺书；
对学生考试作弊行为，除按规定严肃处理
外，还将记入高校招生诚信档案，提供就
学、就职单位了解。同时，加强正面舆论宣
传，积极营造“诚信守法光荣、违规舞弊可
耻”的良好氛围。

思政课堂上演“新闻播报”
———黑龙江专家走进高校思政课课堂听课记

■本报记者 曹曦

4月一个明媚的清晨， 记者随同听课专
家悄然走进黑龙江商业职业学院思政课课
堂。 一进教室，“爱我中华, 关心天下———学
子新闻播报”的教学环节，就让人眼前一亮。

2013级会计与审计 （2） 班学生沈凤双
播报了一条“安徽某厅级贪官滥用职权导致
国家财产损失” 的新闻。 惩治腐败、 中国
梦， 学生们就此进行了积极评价。 授课教师
简要点评之后， 水到渠成引出了关于社会主
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相
关教学内容。

“每节课前， 学生会利用3分钟时间，
播报一周内的新闻事件， 其他同学随后发表

看法和感受。 新闻播报的设置让学生逐渐
关心时事政治， 对思政课的学习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听课的主动性、 参与性都有了
很大提高， 课堂气氛变得活跃多了。” 学
院思政部主任赵金玲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 在牡丹江医学院、
牡丹江师范学院的思政课堂上， 课前也推
出了类似的新闻播报环节。 教师曹宏伟
说， 在准备新闻播报过程中， 同学们自己
选取图片动手制作课件， 增强了动手实践
的能力。

牡丹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梁中贤对
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特别的感悟。 在人人网
上， 梁中贤拥有5000多名学生好友， 通
过这一平台， 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火花、 行

为动态， 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潜移默化， 如
春风化雨。 梁中贤说， 思想政治教育育人于
无形之中， 不像科研成果一样外化、 显现，
但却能改变人的思想、 行为， 为社会树人，
从事这项工作很有意义， 也更有成就。

梁中贤认为， 思想政治教育更要注重课
外的教育工作。 她说：“课上要解决的是理论
基础、信念问题，课外注重的是行为养成、思
想形成的过程，就更为重要。只有把思想政治
教育放在首位，才能形成全员育人、全方位育
人、 全过程育人的大教育体系。”

“思政课的吸引力不仅仅在于课堂内容，
更在于老师的人格魅力。 我们并不只是为了
学分而听课， 通过这门课我们可以了解国
情， 扩大视野， 进而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世

界观。” 东北农业大学2012级学生李书馨和
他的同学们有着这样的理解。

青年教师周利秋在东北农业大学讲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已
经第六个年头了。 尽管对这门课程很熟悉，
但每一节课前她都要做大量的资料准备工
作，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她说，现在的学生接
收信息快、 量大， 对很多事情有着自己的评
判，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过于表面、感性，难
免偏颇，这时就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根据讲
课的进度、 内容， 周利秋会随时设计一些专
题， 通过社会的热点话题来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 深入思考， 课堂上通过生动的课件、 翔
实的案例来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

据黑龙江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处处长

董成介绍， 黑龙江首次组织38名专家在全
省79所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听课活动，
以随机、 随堂听课为主， 也可以根据情况进
行重点听课。 每年的4月和10月为集中听课
时间， 其他听课时间由专家自行安排， 每学
期每人听课8次， 不但要认真填写工作手册、
听课记录表、 听课意见反馈表、 听课工作量
表等档案材料， 还要撰写听课情况工作总
结， 提出课程教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东北农业大学教授金长城表示， 通过听
课， 可以及时了解和掌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教学情况， 解决教育教学存在的突出
问题， 督促和指导任课教师进一步提高教学
能力和水平， 增强教学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
力感染力。

全力打造“平安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