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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奥会，是希望还是包袱
新华社记者 姬烨 高鹏 倪端捷

第三届夏季青奥会日前在布宜诺
斯艾利斯顺利闭幕。
从 2010 年的新加坡到 2018 年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过去 8 年的三届夏
季青奥会和两届冬季青奥会展示了这
一创意的独特魅力与价值，也在实践
中面临一些挑战。在影响力、商业价
值等方面无法与奥运会媲美的情况
下，青奥会将走向何方，它要如何融
入奥林匹克运动的整体改革？

不设奖牌榜的青奥会
青奥会从诞生之初就被深深打上
了“创新”的烙印，这一点在项目设置
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新加坡首届青奥
会上，三人篮球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延续至今；四年后的南京青奥会把攀
岩、轮滑和滑板列为表演项目；
到本届
青奥会，体育舞蹈、空手道和攀岩成为
正式比赛项目。
国际奥委会委员李玲蔚表示，相
对奥运项目而言，青奥会在项目设置
上没有太多禁锢，主要是从青年人的
喜好出发。这样做，一方面提高了年
轻人对青奥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另
一方面，也给了那些尚未挤进奥运会
的运动项目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为
国际奥委会调整奥运会项目设置提供
决策参考。
经过青奥会的展示与检验，三人
篮球、攀岩、滑板如今已被列入东京
奥运会比赛项目。
青奥会同样是检验一座城市办赛
能力的“试金石”。正如国际奥委会
奥运会部执行主任杜比所说，青奥会
易消化、可管理的规模，对于那些尚没
有能力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来说，是一
个机会。许多国家（地区）对举办青奥
会感兴趣，其中一些长期看是想要申
办奥运会的，但在此之前想先尝试举
办青奥会。
本届青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做
出一项意义非凡的决定——将 2022
年夏季青奥会交由塞内加尔举办。几
乎可以肯定，如果 2022 年青奥会大获
成功，那么非洲距离举办一届奥运会
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一手创办青奥会的前国际奥委会
主席罗格说过：
“青奥会绝对不是迷你
奥运会，而是将体育与教育、文化体验
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
回顾过往几届青
奥会，
国际奥委会与青奥会组织者都高
度重视文化教育活动，
希冀借此回归奥
林匹克运动本源，
让它承担起对青少年
进行奥林匹克价值教育的使命。
从“和陌生人说话”到自然探索
之旅，从“与冠军对话”到职业技能
发展……这些活动寓教于乐，激发青
年运动员在比赛之余对人与体育、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展开多维度的感知
与思考，大大丰富了年轻运动员的人
生阅历。
青奥会不设奖牌榜，多个项目打
破选手国籍 （地区籍） 界限混编参
赛，也是为了引导青少年运动员树立
正确的胜负观，弘扬“友谊、团结、
公平”的奥林匹克精神。

青奥会的存废之争
自创办以来，青奥会的存废之争
从未停息。尽管其积极意义有目共
睹，但也存在诸多挑战与不足。
曾担任两届冬季青奥会国际奥委
会评估委员会主席的杨扬感觉，
青奥会
设计初衷教育功能占很大比例，
但随着
青奥会的开展，
现如今竞技元素越来越
突出。
“虽然这是体育赛事无法避免的，
但如何将青奥会的理念、
奥林匹克的价
值传递给运动员和更多的人，
我觉得挑
战蛮大，
但也是最重要的。现在外界对
于青奥会的关注点更多还是比赛成绩，
而不是其教育意义。
”
记者在采访本届青奥会时也发
现，不少运动员以“取得好成绩”为
参加青奥会的主要目的，对参加文教
活动热情不高。
对此，李玲蔚表示，不能走进刻
意抬高文化教育功能的误区，毕竟竞
技是体育比赛的本质属性。但如何平
衡好教育与竞赛的关系，促进运动员
全面均衡发展，确实是青奥会面临的
一大挑战。
本届青奥会期间，记者参加了跆
拳道、拳击、击剑三个项目的关注日

（Focus Day） 活动，每场活动参
加的运动员只有二三十人，让可容纳
数百人的场地显得有些冷清。李玲蔚
坦言，部分文教活动吸引力不够，
“要让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大
家都认可、接受，难度不小”
。
青奥会面临的另一挑战是，保持一
定的赛事规模与控制成本之间的矛盾。
26、28、31，过去三届夏季青
奥会比赛项目越来越多，参赛运动员
人数不断增加。与奥运会上运动员比
完赛就离开不同，青奥会运动员必须
全程参加，这无疑加重了举办城市的
负担。
知名体育学者易剑东表示，
由于青
奥会市场开发收入有限，
国际奥委会现
在是用奥运会挣的钱来补贴青奥会，
可
一旦今后国际奥委会财务状况恶化，
青
奥会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当国际奥
委会不遗余力地削减奥运会申办和办
赛成本时，
有必要重新审视青奥会是否
物有所值。

未来的青奥会何处去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 40 条建
议 中 ，有 一 条 就 是“ 审 视 青 奥 会 定
位”
。李玲蔚认为，
国际奥委会对于青
奥会的定位越来越清晰，就是对年轻
人的教育功能，引导他们树立健康积
极的生活方式。这种教育不仅仅是对
青奥会运动员的教育，还要让他们发
挥榜样作用，
去影响更多的年轻人。
杨扬也表示，如何激励更多年轻
人参与体育运动，如何更好地发挥教
育功能，让更多年轻人感受奥林匹克
运动的价值和意义，才是青奥会的根
本所在。
“现在整个世界，
小朋友选择
太多，电子游戏都会让大家减少户外
运动的机会。城市配套设施跟不上，
运动空间不够。加上学业压力，导致
孩子运动成本增加，这是一个社会问
题。奥运会也好青奥会也好，只是方
式 和 方 法 ，要 随 着 时 代 的 需 求 去 调
整。要跳出体育做体育，跳出奥运看
奥运。
”
“未来青奥会需要有一个脑洞大
开的方法，才能够解决现在的问

题。
”杨扬说。
在提升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的热
情和愿望方面，本届青奥会组织者也
做了一些尝试，比如采取观众注册、
免费入场观看比赛、体验文教活动的
做法。开赛仅 6 天，总共 60 万观众
入场手环就已发放完毕。青奥会期
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还组织了
20 多万中小学生到现场观看比赛。
杜比表示，本届青奥会结束后，
国际奥委会将以未来视角全面、深入
审视本届各种尝试。“我们动用很多
资 源 来 考 察 各 种 细 节 ，（对 于 新 项
目） 从总体参与程度到计时计分系
统，哪个是主要项目，由谁来运行，
我们都会审视每个细节，甚至还包括
伤停时间。我们将对所有尝试从头到
脚剖析。
”
尽管国际奥委会不断努力完善青
奥会，但有专家学者建议应当直接取
消青奥会。
易剑东认为，在全球对奥运会申
办热情锐减的大背景下，奥林匹克运
动需要做减法。
在他看来，培养青少年的体育热
忱，对他们进行奥林匹克价值教育，
有国际奥委会众多专业委员会日常的
活动项目以及在奥运会期间及前后的
文教活动就够了，比如青年营、火炬
接力等。而各国际单项组织针对年轻
人的单项国际比赛也足以达到为奥运
会培养后备人才的目的和效果。
易剑东说，他完全理解罗格创办
青奥会的初衷，投入了各种资源，自
然会有一些效益，但做事情更要衡量
付出的成本以及参与者的热情和态
度。“青奥会跟奥运会相比在竞赛水
准和关注度方面都很差，也没有很好
的市场营销。因此，不要因为过去的
人创立它有一定价值，就勉强往下
撑。
”
事实上，
创办青奥会，
是为了解决
奥运会过度商业化、兴奋剂泛滥等问
题，是奥林匹克运动自我价值修正的
一种努力与探索。但它是否过于理想
化？它究竟能否承担最初的使命可能
要通过几代人的实践来检验，而青奥
会能否获得这样的时间和空间？

近年来，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在以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为目标的基础上，
大力发展特
色教育，
努力打造
“一校一品”
。图为岭下镇中心小学在进行篮球课教学。
邵勤旦 摄

□新闻速递

民歌成为大学课堂
“新宠”
本报讯 （通讯员 雷蕾 张雨薇）
都担心会
“挂科”
。没想到在课堂上实际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
唱起来却感觉挺有趣。
“以前没有系统学
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得儿喂……”
近
习过音乐，现在跟着老师给的音调练声、
日，武昌工学院 S4-107 教室内传来《回
学气息，然后逐步唱好每一句歌词，完整
娘家》的歌声，引得路人侧目。原来，这
地唱出一整首民歌很有成就感。
”
是该校国际教育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每个地区的歌曲特色差异很大，
80 名学生的中华才艺民歌课课堂。授 “ 我 希 望 大 家 能 感 受 到 中 国 地 域 差 异
课教师是该院党总支副书记周慧敏。
性、文化差异性和民族差异性，了解中
该专业课，除了《回娘家》，学生们还
国传统音乐的一些文化底蕴和创作背
会学习《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掀起你
景 。” 周 慧 敏 说 。 据 悉 ， 在 教 学 过 程
的盖头来》
《乌苏里船歌》等中国民歌。 中，老师会先介绍民歌的概述以及华北
“刚开始了解到这门专业课要学唱民歌，
地区、西北地区等各个地区民歌的特
我是很不自信的。”
该专业大二学生夏茜
点，再教学生选唱有代表性的民歌，并
称，在印象中唱民歌很难，不少同学私下
向学生介绍一些民族乐器。

第七届中美大学生体育文艺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李小伟） 作为中美
社会和人文对话重要成果之一的第七届
中美大学生体育文艺周，近日在苏州开
幕。作为本届中美文艺周首个活动的
2018 中美大学生篮球邀请赛于当晚在
苏州开打，来自美国的耶鲁大学与北京
大学和苏州大学联队展开激烈较量，最
终美国耶鲁大学以 93∶84 获胜。
旨在加强中美大学体育交流的中美
大学生篮球邀请赛，是由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和帕克十二联盟主办，自 2012

年开始在华举办，目前已成功举办 5
届，参加的中美双方院校包括清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哈佛大
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坦福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双方大学
生篮球全明星队等。
除了本场中美大学生篮球邀请赛，
此次体育文艺周还包括 9 日在苏州举行
的第四届中美大学体育教育峰会，以及
10 日在上海举行的帕克十二联盟中国
赛等活动。

软件专业人才这样炼成
——聚焦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连续两届获国家级别教学成果一等奖
今年 8 月，2018 年职业教育国家级别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公示，由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眭碧霞教授主持，王小刚、余永佳、朱利华、张静、周
勇、蒋卫祥、杨丹、闾枫、杜伟等共同完成的 《项目主导、多元协同、资
源开放——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实践》 获国家级别教学成果
一等奖。这是学校继 2015 年两个项目获得一等奖后再次获此殊荣。
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首创了“项目主导、多元协
同、资源开放”的软件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新理念，通过搭建多元协作、产教融
合平台，开发汇聚专业教学资源，借助“智慧职教”等公共资源平台开放教学
资源、开放教学过程、开放评价活动，探索与实践专业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机
制、资源应用推广机制，建立专业质量保证体系和人才培养质量自我诊改机
制等举措，构建了“职业情境，项目育人”人才培养新模式，打造了“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
人才培养新生态，
形成了“资源汇聚，
开放育人”人才培养新范式。

项目主导

创出职业情境人才培养新模式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始创
于 2002 年，为国家示范校重点建设专业、江
苏省“十一五”“十二五”品牌专业、江苏省
高 水 平 高 职 院 校 重 点 建 设 专 业 。 2006 年 以
来，学校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新理念，针对软件技术专业特点，在
同类院校中率先搭建“政、校、行、企、外”
多元合作平台，探索并实践“项目主导、多元
协同、资源开放”的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10 年改革与创新，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越
发完善。项目实践贯穿人才培养始终，围绕项
目多元协同，
共同设计教学项目、共同开发项目
资源、共同实施项目教学、共同开展项目评价。
通过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实践，有效解决了课
堂教学与实际应用脱节、学生技术技能难以满
足职业岗位需求的问题；有效解决了多元协同
缺乏长效机制、专业人才培养难以形成合力的
问题；
有效解决了专业教学资源缺乏顶层设计、
难以有效应用等问题，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与人才市场变化的专业调整和管理机制。
来自江苏盐城的高志远，2016 年 9 月进入
软件 164 班学习，他清晰地记得大一第一学期
给他们上 C 语言课的李学刚老师在课堂上会经
常布置些“小练习”。高志远大一下学期通过
层层筛选进入了软件精英班，该班级由企业导
师集中授课，都是有着多年从事真实企业项目

开发经验的资深行业专家，在课堂上会集中教
授软件行业的实用、前沿技术技能。2018 年
暑假，高志远与同样来自精英班的高士恒、刘
威两位同学组成团队，参加了第七届“中国软
件杯”大学生设计大赛。从平台前端设计到后
台开发，借由课堂上的一些项目训练积累，经
过 5 个多月的努力，最终斩获本次大赛一等
奖。就在 10 月初，高志远还收获了一个更好
的消息：他于 11 月初作为第九届蓝桥杯大赛
全国总决赛获奖选手之一，代表学校参加 11
月 2 日—11 月 8 在美国波士顿举办的第二届蓝
桥杯国际赛，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美
国高校学生同场竞技。
作为本次教学成果奖的获奖团队骨干成员
之一的朱利华老师介绍：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过
程中，不断打磨专业模块和教学方式。通过简
单的教学实训项目完成对大一新生的教学，第
二年的学习则是通过企业模拟项目，使学生可
以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联系起来；进入大
三，则是通过学校工程的真实项目、校外实训
基地的企业项目将学生的专业能力转化为岗位
能力。除此之外，在课程开发和构建中还会引
入行业最新技术和规范，将理论和实践进行整
合。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
既可以
在课堂中收获专业自信，在各类大赛中频频获
奖，
实战中也是毫不怯场，
在职场中如鱼得水。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政编码：100082

多元协同
走进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一幢幢研
发大楼和标准厂房格外醒目，这些场所都是
供进驻校园的企业办公和经营使用。这些年
来，学校组建“校、企、政、行业”软件产
教联盟，组织针对在校学生及企业员工的考
证和职业资格认证，同时聚集软件行业的 50
多家企业，进行就业推荐、企业导师的资源
整合。在与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合作中，引
进国际技术标准、行业标准、企业项目资
源，共建教学团队、共同开发课程、共同培
养人才、共商项目合作、共拓就业渠道，为
地方区域产业行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6 年 9 月，学校与中兴正式合作，互联
网 162 班、163 班、165 班 3 个班共 90 余名学生
成为首批学员。来自互联网 162 班的郭玉珍
同学近日非常开心，她连续收到了两家软件公
司的面试通知。据她介绍，自己所在的班级不
仅有中兴的教师授课，还有中兴的专业导师做
全方位的学业指导。
“ 我们大一开始就有职业
素养课，特别有意思，会教很多实用的职场礼
仪、职场沟通技巧。大二这门课重点教职业规
划。在课堂上，教师引导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兴

趣、课程学习情况，发现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最后我明确发现自己不适合后台编程，适合做
互联网前端的工作。
”
紧跟行业需求，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常州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探索与企业行业共同
培育人才的新路径。中兴创新基地有长期派
驻在学校的企业老师，承担每个学期 2—3 门
的核心专业课，指导兴创软件工作室的学生开
展模拟项目及竞赛项目的训练。互联网 163
班的王必忠同学几乎每天课余都会带着电脑
到工作室来学习或做项目训练。
“ 这里环境很
好，企业导师就在隔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随
时可以找老师去询问。”每年的 10 月，是常信
院大三学生开始找实习工作的高峰期，中兴这
边的教师最近经常在学生 QQ 群提供一些对口
企业的招聘启事，
并对有关学生进行指导。
随着地方转型升级需要和市场对人才越
来越高的要求，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与深
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等多家院校携手，共建国家软件专业教学
资源库，对口援助贵州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捐赠设备、输出

资源汇聚
此次的教学成果还获得了中国软件行业
协会、省软件行业协会、各省级计算机专业
指导委员会和相关企业的高度认可，学校被
推荐为中国软件产教联盟理事长单位。5 年
来，在全国 80 多所同类院校中进行了专题交
流和推广，在全国高职类会议上介绍经验 62
场次，有 37 所院校借鉴、引用了该成果，其
中该校依托互联网打造的国家教学资源
库、国家精品课程这一项更是让联盟院校
获益匪浅。
2011 年，学校软件学院牵头建设软件技
术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2016 年，软件技术
专业教学资源库获国家教育部门、财政部门
升级改造立项，牵头建设信息安全与管理专
业国家教学资源库。通过资源库建设，汇聚
了大量行业、企业、院校优质资源，为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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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新生态
资源、共育人才，同时搭建国内外交流合作
平台，接轨国际标准。
据了解，软件精英 1611 班整个班级都先
后出境交流学习。2017 年暑假，高志远和班级
12 人去了新加坡进行为期半个月的交流学
习。在 JAVA 网络编程课程中，新加坡当地的
教师组织大家做了一个模拟的企业项目。
“那
时候我才结束大一的学习，不知道学的知识可
以在现实生活中做什么。新加坡的教师让我
体验到把所学技能运用到实践中的成就感。”
据了解，高志远所在的精英班所有同学都受到
了学校资助赴新加坡、香港等地交流、学习。
软件学院副院长余永佳表示，到目前为
止，学院已经累计派出教师 56 人次、学生
116 人次，还先后聘请德国、韩国、印度等国
和中国台湾的 19 名教师，组建国 （境） 内外
教师混编团队，共同开展专业建设、资源建
设，实施课程教学和项目指导。在与南非—
中国文化与国际教育中心合作中，接收软件
技术专业南非研修生 22 名，培养“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留学生 27 名，促进技术输出与
文化交流。

打造开放育人人才培养新样板

育人提供了资源保障。在资源库建设过程
中，形成了资源库整体框架、各类资源建设
标准、资源库共建共享机制和资源应用推广
机制，促进了资源库的有效应用。经过多年
的发展，资源库建设理念、框架、标准、经
验被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机器人技术、移
动互联技术等 10 多个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借
鉴、引用。
在开发多个国家精品课程上，学校通过
多种平台和渠道，向全国 50 多所同类院校输
出教学资源，在全国同类院校相关专业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力。已经建成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2 门，省级精品课 6 门，
省在线开放课程 6 门；编写出版 《专业教学
资源库建设的探索与实践》《大数据时代下的
智慧校园——基础篇》《大数据时代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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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应用篇》 等专著 4 部，发布“江苏
省智慧校园共性技术规范”，出版“十一五”
“十二五”规划教材 25 部，省级重点教材 9
部。利用“智慧职教”“微知库”平台，搭建
资源库应用平台，建设在线学习与实践平
台，构建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立体
化学习环境，覆盖学生职前教育、职后培训的
全过程，满足学生持续发展、终身发展的需求；
面向全国同类院校师生、企业人员和社会学习
者开放专业资源；通过“爱课程”
“智慧职教
MOOC 学院”开设在线开放课程，开放课程资
源，开放教学活动。建立了联盟院校资源共
建共享与资源应用推广机制，形成了“资源
汇聚，开放育人”新范式，支撑了数十所同类
院校专业人才培养。
（杨红燕 黄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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