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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康

参加大运会收获的
不应只是成绩

———访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中国代表团执行团长杨立国

■本报记者 李小伟

“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们希望收
获的不应只是竞赛成绩， 还有友谊、 国际
视野以及书本之外的很多东西。” 第28届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代表团执行团长、
中国大学生体协专职副主席杨立国近日接
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

杨立国表示， 参加本次比赛， 我们本
着积极参与、 互相学习、 顽强拼搏、 为国
争光的指导思想而来， 对参赛没有提出成
绩上的要求。 这样做主要是希望大学生运
动员不要有压力， 正确对待体育比赛的输
和赢。 “其实有时候没有任务要求， 反倒
会激发运动员的动力， 释放激情， 尽情发
挥自己的水平。”

杨立国说，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是大学
生体育的盛会， 为各国大学生搭建了很好
的交流平台。 自2005年教育部接手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组团任务以来， 一直把参加
大运会作为一项教育任务和目标来完成。
利用这个平台， 大学生们进行广泛的交
流、 展示， 并对国外的学校体育和教育进
行深入了解。 为此， 我们在前几届参加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时就提出了“三个一” 的
要求， 即交一个外国朋友， 了解一所大
学， 参观一所博物馆。 事实证明， 这样做
对提高大学生运动员素质、 开阔眼界、 增
进友谊和沟通交流非常有益。 这么多届运
动会下来， 不仅运动员与外国选手、 志愿
者之间建立了友谊， 很多高校也与国外著
名大学结成友好学校，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
多方交流与合作。

作为体教结合的重要阵地， 高校体育
无疑是培养大运会人才的摇篮。 杨立国介
绍说， 从1985年开始， 我们坚持开展了
30年高水平队伍建设， 在体育部门大力支
持和配合下， 教育部门全力以赴在基础建
设和队伍建设上开展大量工作， 培养出一
大批优秀的运动员、 教练员， 带动高校各
项体育活动的开展。

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监测结果表明，
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持续20多年下滑的
局面有所改变， 出现止跌回升现象， 但大
学生身体素质依然持续下滑。 杨立国认
为，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 更应该淡化金
牌， 把目光放在广大普通学生身上。

杨立国说， 多年来， 我们一直把普及
作为目标， 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各种体育活
动。 “不过， 普及也需要提高来带动。 我
们要通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样的赛事，
通过国内大学生各种比赛， 培养更多具有
高素质、 高水平的大学生运动员， 把他们
当作校园体育的种子， 去影响、 带动更多
青少年参与到体育锻炼中， ‘野蛮其体
魄， 文明其精神’。 这是目前我们需要认
真做好的事情。”

□自由谈

2005年，教育部从国家体育总局接手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团参赛任务——

十年，教育部门交出怎样的答卷
■本报记者 李小伟

2005年，教育部正式从国家体育总
局接手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团参赛任
务。如今，恰好走过了十年光阴，所谓
“十年磨一剑”。十年五届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教育部门交出了怎样的“答卷”？

85%是大学生， 教体
结合日趋成熟

6月27日， 教育部在北京体育大学
召开第28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大
学生代表团成立大会暨动员大会。 中
国代表团执行团长、 中国大学生体育
协会专职副主席杨立国介绍说， 我国
参赛运动员有380名， 其中85%来自高
校， 约有15%来自体育总局各个部门。
他们百分之百具有大学学籍， 属于在
籍的大学生运动员。

分管竞赛的中国大体协专职副主
席王钢说， 2003年以前， 参加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的90%以上是专业队运动
员， 大学生运动员凤毛麟角， “就算
我们想找大学生运动员参赛都找不出
几个， 高校和专业队水平相差太大”。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2005年首次
接手世界大运会，教育部门就放了一个

“卫星”：清华大学学生胡凯以优异成绩
获得2005年第24届土耳其世界大运会
男子100米跑冠军。“眼镜侠称雄大运
会”“眼镜胡凯大运会摘金”等新闻占据
了各大媒体重要版面，胡凯更是被当成
了教体结合的典范被广泛宣传。

杨立国对此有清醒认识， 他指出，
胡凯的出现说明高校具有培养高水平
运动员的能力， 但在大部分项目上，
我们还要需要体育部门配合和帮助，
毕竟教体结合才刚刚走过20年， 还处
于发展上升阶段。

教育部从1985年开始尝试教体结
合。 这一探索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
阶段是1985年至1996年， 为了取得优
异成绩， 试点高校将大批专业运动员
招入大学， 代表高校参加各种比赛。
这一阶段是起步阶段， 它解决了高校
如何开展竞技体育和办高水平队伍的
问题， 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和带动作用。
第二阶段是1996年到2005年， 这一时
期是教体结合成型时期。 以清华大学
为代表的高校逐步建立起“一条龙”
培养体系， 培养了大量体育人才， 涌
现出世界大运会男子100米冠军胡凯，
闯进我国甲级联赛的北航男排、 北理
工足球队等一批标志性的人物和队伍。
第三阶段是2005年到现在。 在巩固上
阶段成绩的基础上， 教育部迅速将试
办高水平运动队高校扩展到235所， 使
一大批具有水平和资质的高校进入到
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中来。 这一阶段的
教体结合呈现鲜明的教育特色， 更加
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体育人才，
教体结合进入成熟发展阶段。

随着高校体育水平不断提升， 大
学生业余运动员正逐步成为中国代表
团的中坚力量。 这些年， 我国参加世
界大运会的运动员基本都来自高校，
是普通的大学生运动员， 参赛目标和
理念也由过去的竞赛思维逐步走向育
人为主。 “培养高素质的竞技体育人

才首要任务是育人， 其次才是运动
成绩。 怎样更好地利用体育手段育
人， 帮助青年成长， 是大学体育首
先要考虑的。” 杨立国说。

可以说， 接手组团参赛10年，
虽然历经无数坎坷和磨难， 但不可
否认的是， 我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基本完成了从单纯体育竞技向
更加注重育人的转型。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
升， 内外交流深入开展

与起步只有30年的教体结合探
索相比， 教育部门介入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的时间更短。1998年，中国大
学生中学生体协联合秘书处宣布成
立，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各项工作由
此逐步进入教育视野。 虽然只有短
短十余年时间， 中国大学生体育已
经在国际占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中国大学生体协专职副主席申
震， 2003年加入国际大体联兼职，
当年他和另外一名同事来到国际大
体联任职时， 不认识几个人， 也没
有朋友。 “体育组织有个特点， 一
定要人熟， 不然一切都不好办。”
十余年过去， 申震已经和很多人成
为朋友， 自己也成长为国际大体联
负责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监督委员会
的委员。 申震深深体会到， 如果没
有祖国的强盛和大学生体育的崛

起， 自己绝不会是目前的状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国际大学生

体育运动受到奥运会冲击， 影响力已
日见式微。 为了提升中国影响力， 帮
助国际大体联渡过难关， 从2001年开
始， 我国先后承办2001年北京夏季大
学生运动会、 2009年哈尔滨冬季大学
生运动会和2011年深圳夏季大学生运
动会等大型赛事， 还在不同年份举办
过十余项单项世界大学生比赛。 在国
际大体联前主席基里安看来， 这些都
是中国对国际大体联的巨大支持。 接
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 他表达了
对中国大学生体协的深深敬意。

2013年喀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
间， 我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被国际大体
联评为“全世界最佳大体协”， 这是
国际大体联自1949年成立以来第一次
颁发这样的大奖。

近年来， 随着我国多次举办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 大学生体育竞技水平
日益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我国在国
际大体联的话语权也逐步提升。 以教
育部原副部长章新胜为代表的国际大
体联官员已经达到9个， 分别在资格、
医疗、财务、法律、发展等委员会任职、
兼职工作， 而章新胜更高居国际大体
联副主席一职， 中国在国际大学生体
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除了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我
国大学生体育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今年6月26日， 由教育部主办，

中国大学生体协和北师大承办的首届
中法大学生体育文艺周启动。 此次活
动为“中法校园足球合作谅解备忘
录” 签署后的首个展开项目。 申震
说， 像中法大学生体育文艺周这样的
活动已经成为大学生体育的一种常
态。 2006年至2015年10年间， 我国
共派出500多个代表团， 近8000人次
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运动员及官员出国
（境） 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单项
锦标赛、 国际会议及两岸交流活动。

据中国大学生体协专职副主席薛
彦青介绍， 针对我国高校教练员水平
不高的问题， 采取了三种形式培训教
练员：一是在国内结合联赛进行培训；
二是派出去到国外学习，今年将派240
名体育教师到法国学习，还有200多人
到美国参加培训； 三是请国外高水平
教练员到国内培训。“每年我们都要举
办四五期国外高水平教练员的培训
班， 美国大学和美国篮球职业联赛高
水平的教练员都会来。” 他说。

大学体育要为学生健
康和人格完善服务

近年来， 学生体质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热点。 本届大运会中国代表团副
团长、 北京体育大学党委书记杨桦作
为全国政协委员， 每年都在全国两会
上呼吁社会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 他
认为， 增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既是百年

大计， 又是当务之急。
杨立国深知自己肩负着重任， 他

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强
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
心健康、 体魄强健”。 强化课外体育
锻炼， 就要在学生竞赛上多下功夫。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我们降低
重心， 将竞赛的大门向广大普通学生
敞开。”王钢说，每年我们开展的大学
生单项联赛有80余项、涉及38个分会，
参赛人数超过10万，覆盖了80%高校。
像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 大学生足球
联赛等， 不仅是大学生最为喜爱的赛
事，也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部分。

近年来， 中国学生体育协会为了
提升普通学生参与体育的积极性， 增
加校园组比赛， 逐步形成以联赛为龙
头， 以班级、 年级、 学校、 省级、 全
国为层级的赛制。 通过层层赛事引
导， 不仅提升了学生体育能力， 还培
养了他们的锻炼习惯， 学会了终身享
用的一两项体育技能。

杨立国说， 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只是学校体育的一个方面， 学校体
育的核心是面向全体学生， 让每一个
学生至少喜爱上一项运动， 作为他终
身锻炼的习惯。 学校体育的任务不光
是培养大学生运动员， 为我国竞技体
育探索新的发展之路， 更重要的是增
强广大学生体质， 通过体育培养青少
年顽强拼搏、 胜不骄败不馁的品质，
完善他们的人格。

京津冀校园女足
发展研讨会举办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中国女足日前
在第七届女足世界杯上的英勇表现， 又一
次唤起社会大众和无数球迷的热情。 7月
5日， 由北京体育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足
球教研室主办、 北京清华育才实验学校承
办的“京津冀校园女足发展研讨会” 举
办， 京津冀地区20余所学校的足球教练
员， 以及足球界、 卫星应用产业、 广播电
视界特邀代表出席会议。

北京清华育才实验学校校长李江洲
说， 此次校园女足研讨会的召开， 旨在推
动京津冀地区校园女足运动的交流、 普及
和提高， 探索协同更多地区开展校园女足
运动的发展途径， 让校园女足运动“炫”
动， 全面推进青少年体育运动深入可持续
发展。

2009年以来， 北京清华育才实验学
校以普及和推进校园女足为突破口， 带动
校园体育运动开展。 该校女足获得2014
年北京市校园女足冠军和全国中学生女足
冠军， 并将代表中国参加今年11月的泛
太平洋世界中学生运动会。

研讨会得到中国卫星应用产业协会等
单位支持。 北京清华育才实验学校利用
“星光空中课堂‘卫星网+互联网+4G’”
实时交互传送系统， 展示了由教练员蔡广
亮指导的女足队员身体素质和技能训练
课， 并通过卫星向主会场、 黑龙江、 北京
大兴区部分学校现场直播训练课。

与会代表发言表示， 将进一步加强京
津冀地区学校间交流和协作，利用“互联网
+”技术， 搭建教育信息化新型网络服务
平台， 实现优秀体育教学资源与边远地区
学校共享， 全面提升校园足球和体育运动
水平。

□新闻速览

用体育锻造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
■胡凯

7月2日， 清华大学召开参加第
28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队员出征动
员会。 看到田径、 射击、 排球、 游
泳、 击剑共19人的清华大学参赛规
模， 让作为曾经参加过世界大运会的
我心情依然激动。 回想起来， 离自己
亲身经历的那次世界大运会已经整整
过去了10年。

10年前， 当我作为一名大学生
运动员第一次踏上伊兹密尔的土地
时， 有志愿者告诉我， 这里在土耳其
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青岛。 而青岛，
正是我的家乡。 这给了我莫名的信
心！

前几天有朋友去伊兹密尔， 特意
到我当年比赛的阿图塔克体育场留
影。 看到照片后， 当年的情景立刻浮
现在我眼前： 当地时间晚上8点， 我
们8名参加决赛的选手被带进体育场，
我记不得耳边的任何声音， 除了那一
声清脆的枪响。 我第一个冲过终点，
直到看台上飞下一面五星红旗， 将它
披在肩膀时才回过神来。

如今回想起来， 一份祖国的自豪

和一派青春的友谊， 才是当年最大的
收获， 这些远重于一枚金牌。 而如果
说起10年前那届比赛的历史意义，
那就是第一次以教育部牵头组队参
赛。

去土耳其参加大运会之前， 我一
直认为除了中国等极个别国家之外，
参加世界大运会的都是各国大学生。
可事实上， 除美国之外， 众多欧洲和
南美国家都是适龄职业选手。

从那次夺冠之后就不断有媒体
对我进行报道， “眼镜侠” “眼镜
飞人” 的称号被无数人所熟悉。 一
直到2009年退役， 我都被打上了体
教结合“典范” 的标签。 我被一次
次问到如何平衡学习和训练矛盾，
如何看待学生运动员在赛场内外的
优势， 以及如何能保证眼镜在比赛
时不掉下来等各种问题。 我甚至自
嘲地觉得， 我戴着眼镜的模样天然
成就了一名大学生运动员的斯文形
象。 但最让我感到寒心的还是， 几
乎所有媒体都很自然地认为， 高校
出优秀体育选手是极个别现象， 需要
大书特书。

然而， 在我看来， 体教结合的叫

法是将体育与教育疏离了， 体育之于
育人在我看来起码有三个层面的功
效。

首先是知识传授。 大学体育应培
养学生学会一门可终身坚持的运动项
目。 这项运动不仅能强健体魄， 更能
起到排解压力、 放松心情的功效。

其次是能力培养。 体育对人能力
的培养一方面体现在学习技能时， 要
通过大脑中理论与身体上实践紧密结
合完成， 这一过程能很好培养人学以
致用的能力。 同时， 在自己从事的项
目上不断提高的过程， 可以锻炼和强
化人对决断力、 自我定位等能力的培
养。

再其次是价值塑造。 20世纪初
的美国大学橄榄球比赛中， 因冲撞过
于激烈导致多人死亡， 而美国人却坚
定要保留住这个项目。 因为他们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磨炼出美国人坚忍不
拔、 不惧竞争甚至嗜血成性的狼性精
神， 只有这样的精神力量才能支撑美
国人做世界的领袖。 我想这正是美国
将体育根植于高校， 完善高等人才人
格的目的所在。 这种通过体育锻造出
的人生观、 价值观， 是未来成就一番

事业的最强有力保障。
事实上， 我们讨论的关键并不在

于技术层面的上优秀选手是否都由高
校培养， 更重要的是优秀选手是否能
把自己从体育中得到的正能量传递给
社会， 尤其是人生观、 世界观形成最
佳时期的大学生。

2011年， 深圳世界大运会上苏
炳添拿到了铜牌， 他当时的成绩已经
超过了我2005年夺冠的成绩， 我打
心里为他喝彩， 因为我从他身上看到
了职业精神和顽强斗志。 依靠这种斗
志和精神， 苏炳添顶住压力不断前
行， 最终成为第一个跑进10秒的黄
种人。

我的师弟张培萌， 在莫斯科成为
第一个跑到10秒的中国人， 并险些
杀进世锦赛决赛， 我同样为他喝彩。
因为在他通向成功的道路上， 我看到
了他的成长， 看到了他从一个只会嘻
哈玩笑的孩子， 成长为一个真正有责
任心、 有事业心的男人。 这种成长是
体育带给他的， 更是在清华大学训练
的9年间， 这里的体育文化、 体育精
神传承给他的。

时至今日， 我已经从一名比赛选

手变成了高校体育队伍管理者。 我更希
望看到的是高校高水平运动员， 能用自
己在体育中的感悟感染身边的同学， 让
他们了解体育的重要作用。 要做到这一
点， 首先需要有持续高水平的成绩， 因
为很多体会和历练是在不断挑战极限的
过程中才能感悟到的； 其次还要有能力
和渠道与大家分享， 带动身边的普通学
生认可体育人， 认可体育对人格塑造的
重要作用。

10年来， 我们艰难地走在前行的
路上， 但我们依旧要坚持下来， 就像美
国人力排众议也要保留他们的橄榄球项
目一样； 我们还要做得更好， 因为大国
崛起需要我们的人才有完整的人格来对
抗强悍的对手； 我们更要有所突破， 想
必这也是坚持以教育部组队参加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至今的原因。

10年，如白驹过隙，却足够培养一
茬人才。“抓好青年时期价值观的养成就
像系扣子一样， 第一颗系对了尤为关
键。”其中绝不应，也不能少了体育。

相信有今天的坚持， 定能换来祖国
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清华大学团委教师、 2005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100米冠军）

□特别关注

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掠影。
本报记者 高海涛 摄

（资料图片）

□微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