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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冰雪场馆落成，越来越多
的青少年享受到逐雪嬉冰的乐趣⋯⋯五年
多来，在冰雪运动普及道路上，我们已迈
出了巨大步伐。但作为一个即将举办冬奥
会的国家来说，冰雪运动还需继续“破
冰”。

“家长有一种感觉，体育在和学业抢时
间。”校长们尤其是初中校长普遍有同感，
家长的态度对于校园冰雪运动的落地影响
很大。

因此，安徽省合肥市第四十五中学芙
蓉分校校长杨从品在家长会上多次宣传

“体育有助于孩子学业和终身发展”的理
念，对于外出参赛的学生，安排教师上网
课，赛后给予单独辅导。近年来，冰雪运
动、足球等项目得到了家长的普遍理解和
支持。

在校长们看来，能“做通工作”的杨
从品是幸运的。从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
动特色学校的数据上也不难发现，“小学热
热闹闹、初中遭遇冷场、高中面临断档”
的现象普遍存在。

除了观念的阻碍，国内优秀冰雪运动
人才上升渠道不畅也是原因之一。

对吴本勤来说，两年多前的一个遗憾
始终堵在心头。2018 年，学校的两名学生
入选国家冬奥会短道速滑预备队训练，最
终入围了一名。但后来，入围的那个学生
也遗憾落选。

“这个孩子由于全力备战落下了学业，
回校后重新跟上进度很吃力。另一方面，落
选的打击也让她心态受到影响，考上普通高
中都有困难。”吴本勤叹了口气，“这些孩子
在专业上不屈不挠地拼搏过，为学校、全区、
上海市都争得过荣誉，本应成为榜样，但如
此结局叫人惋惜，也让很多有意向往专业
方向发展的学生和家长犹豫了。”

校长们发现，一些“好苗子”苦于没
有上升的专业渠道，只能出国深造。

面对这些现实问题，专家们提到了
“体教融合”带来的发展契机。2020 年 9
月 21 日，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意见》。这是“体教融合”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步以来，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进阶。

《意见》 明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
式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学校；教育、体育部
门为在校学生的运动水平等级认证制定统
一标准并共同评定；教育、体育部门联合
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并加大招生力度；
制定体育系统教师、教练员到中小学校任
教制度和中小学校文化课教师到体校任教
制度；研究制定有体育特长学生的评价、
升学保障等政策；支持场地设施向青少年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每一条，都为校园
冰雪运动“破冰”落下实锤。

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
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原主
任赵英刚表示：“纵观国际上的冰雪强国，
多是教育强国，特别是冰雪教育较为系统
的国家。国内冰雪运动之于教育起步较
晚，因此我们更要推进体育和教育深度融
合发展。”

未来要如何作为？赵英刚建议：“一是
将冰雪运动纳入学校教育的系统教学和考
核中，增强家长和学生学习的动力。二是制
定冰雪进校园教学大纲，综合考虑南北方差
异、年龄差异、冰与雪的差异等。三是培养
一批教育人才、冬奥会和冰雪运动组织人
才，以及教练员、裁判员等专业人才。”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渐近了。体教融合
背景下，我国冰雪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将是
一场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长跑，2022 年绝不
是终点。

未来 这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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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说

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一周年

校园冰雪运动如何校园冰雪运动如何“破冰”
本报记者 林焕新

22021021年年11月月1818日日，，北京天欲雪北京天欲雪。。习近平总书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记来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
时指出时指出，，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会、、冬残奥会冬残奥会，，把我把我
国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搞上去国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运动搞上去，，在在33亿人中更亿人中更
好推广冰雪运动好推广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盛事近在盛事近在
眼前眼前，，总书记总书记为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冰雪运动再为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冰雪运动再加加
油油。。

““带动带动3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在申办是中国在申办
20222022年冬奥会时年冬奥会时，，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向国际社会做出的郑重承诺。。为为
了让这一美好愿景中基础而关键的青少年群体能参了让这一美好愿景中基础而关键的青少年群体能参
与并享受其中与并享受其中，，““冰雪运动进校园冰雪运动进校园””应运而生应运而生。。

时光如白驹过隙时光如白驹过隙，，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一周北京冬奥会进入倒计时一周
年年。。如今如今““冰雪运动进校园冰雪运动进校园””走到了哪一步走到了哪一步？？有哪些有哪些
普遍存在的困惑和普遍存在的困惑和积极的探索积极的探索？？记者进行了采访记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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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
北京申办冬奥时对世界的承诺。“冰雪
运动进校园”既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
供抓手，又丰富学校体育课程内容，
增加青少年对体育运动的热爱，为学
校体育事业发展提供空间。

“冰雪运动进校园”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多方着手，共同推进。

首先，要扩大青少年冰雪运动覆
盖面。着力构建“冰雪运动特色学
校+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高校
高水平冰雪运动队+冰雪运动试点县
(区)+冰雪运动改革试验区”协同推进
的校园冰雪运动格局，实现“全学
段、全过程、全方位”的冰雪运动教
育模式。设立“冰雪进校园”专项保
险，解决学校和学生因冰雪运动伤害
可能产生的风险。

其次，针对目前较为突出的场地
问题，要进一步加大冰雪场地设施建
设。建议政府将冰雪运动器材纳入中
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目录，采
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中小学生上冰雪
提供条件。加大投入，在校园推广建设
仿真冰、旱雪、滑雪滑冰模拟器等冰雪
新设备、新设施，让更多学生在校园里
接触冰雪运动成为可能。面向校外，政
府应起主导作用，开发学校和社会资
源融合发展新模式，建立学校和社会
冰雪场馆设施的教学联盟，解决学生
去哪里参加冰雪运动的问题。

再其次，当前冰雪运动特色校的
体育师资配备有待完善，急需解决教
师数量不足、男女比例失衡、职称偏

低、科研意识较弱、冰雪运动水平过
低等问题。需要注重外聘教师的资质
审查，降低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风险。
加强已有的体育教师冰雪培训，提高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晋级。研究设
置特殊渠道，解决社会冰雪专业运动
员、教练员进校园指导体育教师和学
生开展冰雪运动课程教学和冰雪训练
的政策激励问题。

我们也要看到，与冰雪运动强国
相比，目前国内适合中小学生冰雪教
学需要的相关教材极为匮乏。不同国
家、水平参差不齐的外教进入中小学
青少年冰雪运动项目的教学训练，突
破了相关教材管理的规定，也使得冰
雪青少年培养中的体育文化传承、中
国技战术风格塑造、中国体育精神延
续、中国体育人物宣传等受到影响。
因此，教育主管部门需要严格规范进
入中小学的冰雪等体育相关教材，包
括教学辅助教材的审定、审批制度和
学校选用制度。并且组织研发具有中
国特色的冰雪运动教材、教参，融入
中国体育文化、体育精神、体育人物。

最后，还要全面提升竞技冰雪运
动水平。雪上重点拓展青少年喜爱的
单板、自由式滑雪，发展以越野轮滑
为基础的越野滑雪，冰上重点发展青
少年冰球、花样滑冰、速滑、冰壶项
目。竞赛上需要完善以俱乐部制为主
和以学校为主的两套竞赛体系，体系
上形成体教融合的各年龄段冰雪注册
队伍。
（本报记者林焕新、李小伟采访整理）

抓好“冰雪运动进校园”的关键点
首都体育学院原校长 钟秉枢

题图：2020 年 12 月，第二届全国学校
冰雪运动竞赛越野滑轮项目中，小学女子
组选手正奋力竞速。 崔战 摄

2020年12月21日，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建国
四路小学学生在校园冰雪文化节上参加冰上龙
舟比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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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你能想象上海这样的南方城市能
有中小学冰球队、速滑队、花滑队，还能参加竞技
比赛吗？”长期负责校园冰雪运动的上海市浦东
新区教育局德育处三级调研员赵虎林说。

他告诉记者，为响应国家“北冰南展”号召，
2015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在筹建三林体育
中心时，就提出要打造一个高质量冰场。为把冰
上项目开展好，专门邀请女子短道速滑名将、中
国冬奥会首枚金牌获得者杨扬进行合作，由她的
专业团队经营。“我们将体育中心周边十几所学
校的校长都找来，听杨扬分享成长经历。当天就
有一位校长决定签约，来上冰雪课。目前三林体
育中心为浦东新区 11 所冰雪运动特色校提供场
地和教练。”

上海市清流中学是其中一所。该校党支部书
记吴本勤介绍，学校自 2015 年开设冰上课程以
来，在专业团队指导下，已有1200多名学生掌握
了短道速滑技能，优秀的个人运动员也“冒尖”了。

除了社会力量，高校的冰雪资源也正在向中
小学倾斜。

“比如，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研究生支持北
京郊区一所小学的体育特色发展项目，让全校学
生都学会了滑冰、滑雪！”北京市教委“高参小”市
级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甘北林介绍，2014 年北
京市教委启动“高参小”项目，即让北京高校、社
会力量参与小学体育美育发展，得到了师生、家
长的广泛欢迎。

如此看来，依托校外资源，冰雪运动进校园
找到了另一条看似便捷的路径。但是，必先通过

“经费”这一关。
记者采访得知，绝大多数学校开展校园冰雪

运动得到了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体育部门的支持。
多地教育主管部门给予的专项经费涵盖场地租赁、
师资、比赛、服装等，解决了学校的后顾之忧。

以吉林省为例。自 2018 年起，吉林市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每年组织城区五年级以上
中小学生到滑雪场上两次滑雪体育课，每年体验
人次达 20 万，体验后自愿返场率近 30%。2020
年开始，长春市城区六年级学生每年也能免费享
受一次政府购买的滑雪课。在胡仁友看来，这一

举措不仅激发了学生兴趣，还带动了家长，促进
当地冰雪经济发展。

“政府牵头很重要。”甘北林认为，协同高校
和社会力量参与中小学冰雪运动，不仅需要资
金，还要有政策、质量监督、校长评价等，如果政
府不牵头，就容易跑偏，难有可持续性。

在多方协同的过程中，学校可以做什么？
“尽管是与企业合作，但重在学校管理。”中

关村二小的儒梦花滑队成立两年便取得“亚洲青
少年花样滑冰挑战赛”冠军，冰球队、队列滑两支队
伍实力全国闻名。祁志军的管理方法是：学校教师
负责组织训练和家校沟通，教练与体育教师沟通安
排训练计划，家长充分配合而不干涉教练教学。三
方达成一致，确保校园冰雪运动高效开展。

舒明明同样把日常管理做得极细致。“第一，
上冰雪课时，体育教师、班主任和教练共同陪
护。第二，每节课后学校老师都和教练沟通，反
馈课上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危险，进行调整。第
三，确保学生接送安全。第四，厘清各方职责与
责任，并购买保险。”

突破 校园冰雪也需校外“土壤”

一块 360 平方米的自浇冰场，是北京市海
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这个冬天最“热”的地方。

该校副校长祁志军向记者展示了这项“杰
作”的视频：晶莹剔透的冰场上，孩子们欢笑着，
尽情滑行。祁志军说，今年冬天格外冷，自己“突
发奇想”撤掉了学校的室外仿真冰场，打磨，封
死，注水，用3天浇出了这块约3厘米厚的冰场。

“好的冰面有弹性，不会裂口子，我们就上网
搜索东北学校是怎么做的。诀窍是打一层牛
奶！”祁志军笑着说，冰场周围总能闻到奶味。

但如果不靠天吃饭，人造冰场建设工序复
杂，成本很高。安徽省合肥师范附小第三小学
教育集团校长李萍清楚地记得，学校成为首批
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后，不少冰
雪类公司打来电话。“他们告诉我，将我校室内
轮滑馆改造为室内冰场需要 150 多万元，一年
两季开放冰场的电费以及维护费需要 70 万—
120万元。对于学校来说，这是天文数字！”

场地，是冰雪运动进校园的一道坎。如果
学校没有合适的场地，即使气候允许也无济于
事，因为浇水对于塑胶、木质地面损害很大；
在中小学甚至大学校园内，基本不可能有雪
场；校外专业冰雪场地的费用高昂。

冰雪运动器具也价格不菲。据记者了解，
一套旱地滑轮设备上千元，一套冰球护具最便
宜的也要3000元，而像守门员的设备更高达上
万元。“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经费支持，学校很难
负担。”舒明明说。

校长和教师们还表示，专业师资严重短缺
也让冰雪运动进校园开展艰难。

吉林省吉林市第一实验小学学生处副主任
孙岩回忆自己第一次教冰球课的经历，仍感到
发窘。“学生问我，你到底会不会滑啊？一些在
校外有滑冰基础的孩子明显比我懂得多。”他坦
言，冰雪项目在体育教师教育里也属小众，对
于他这样的非冰雪专项出身的教师，仅靠自学
很难熟练掌握其技巧。

而作为冰雪运动专业出身的体育教师，内
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大雁镇第四小学体
育教师李新红表示，学校冰雪课大多只能起到
启蒙、普及的作用，“要达到更高水平还得由专
业教练指导，目前这样的人很少”。

在南方，会冰雪运动的教师更是稀缺，学
校只能聘请相关协会、俱乐部的教练教学。有
的体育教师也和学生一同学习，达到基础冰雪
教学水平已算不错。

一些地区、学校编写了自己的冰雪运动教
材，但实践中许多师生仍感到无章可循。

在第二届全国学校冰雪运动竞赛越野滑轮
比赛上，擅长田径的安徽队队员鲍金丰很兴
奋，但说到最难忘的滑轮学习经历，他却支支
吾吾。“他被教练骂哭了！”身边的男同学插
嘴，马上被鲍金丰反驳：“不能怪我！四个教练
有四种教法，我怎么做都会被说‘不对’！”

挑战 进校园难，扎根更难

2020 年 12 月末的吉林省长春市，气温已
降至零下10摄氏度。

在长春市天定山滑雪场，吉林大学第一附
属小学四年级学生钟一，脚踩双板，迎着风冲
下雪道。“今年雪假，我就想学好滑雪。”现
在，他还只是个新手。

每到冬季，吉林省的中小学生就和钟一一
样，开始期待“雪假”。自 2017 年起，吉林省
教育厅明确要求将寒假第一周作为中小学雪
假，号召青少年上冰上雪。吉林省教育厅体卫
艺处处长胡仁友透露，2017—2018年雪季，全
省 各 地 近 80 万 名 中 小 学 生 参 与 冰 雪 运 动 ，
2018—2019年人数增至130万，“未来可期”。

从冰天雪地的吉林向南跨越3000公里，广
州依然温暖如春。

广州市满族小学铺着悬浮地垫的操场上，
一年级每周一次的轮滑课正在进行。一个学期
下来，学生不仅掌握了滑行技能，有的甚至代
表学校参加过省级比赛。

满族小学校长舒明明看着这些“小豆丁”
很是欣慰。要知道，在过去，冰雪运动是不出
山海关的。

2015年北京申冬奥成功后，舒明明就有了在
南方学校开展冰雪运动的想法。“从最初以选修课
开始探索，到2017年正式写入课表，再到2019年
学校被评为教育部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整个广东省只有3所。这5年我们克服
重重困难，一路走来。”舒明明感慨道。

采访中，“2015 年”是许多校长关于校园

冰雪运动回忆的起点，这意味着成功申办北京
冬奥会为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按下了快进键。从
2016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体育总局、教
育部、国家旅游局联合印发 《冰雪运动发展规
划 （2016—2025 年）》，提出大力普及冰雪运
动，培养青少年冰雪运动技能，到2019年，教
育部等四部门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全国青少年
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指导意见》，对校园冰雪运动
发展做出更加明确的部署；从“带动 3 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愿景到如今有全国青少年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近 2000 所，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近 800 所⋯⋯“北冰
南展西扩东进”发展战略下，围绕冰雪运动进校
园已形成了密集而有力的政策群，冰雪运动正在
向全国各地中小学铺开。

但由于自然条件差异，南北方的校园冰雪
运动体现出不同特点。

从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数量上看，东北三省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
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北京市也都有超过
100 所全国冰雪运动特色学校。而越往南方数
量越少，在广东、安徽、江西、云南、湖北等
省份仅为个位数。

在校园冰雪运动的项目种类上，同样存在
北方多南方少的现象。

比如，吉林省校园冰雪运动有高山滑雪、
越野滑雪、速度滑冰、冰球、冰壶等项目；黑
龙江省体育中考包含 100 米滑冰、100 米越野
滑雪 （校园）、100 米高山速降滑雪、抽冰尜、

滑冰道、雪地“冰球”等项目。冬季，许多北
方学校可以实现上冰上雪，在其他时节则以轮
滑、滑轮、轮滑球等项目替代。而在南方和中
部省份，校园冰雪运动相对单一，主要是轮
滑、滑轮等旱地项目。

但是校园冰雪运动并未因为种种不同，而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朋友都问我，轮滑算冰雪运动吗？曾经我
也有这样的疑惑。”舒明明说，体育界的朋友告
诉她，“轮转冰”难度并不大，轮滑是南方开展
冰雪运动的好选择。

胡仁友同样表示，轮滑、轮滑球、滑轮等
替代项目与在冰雪上运动的技巧相似度“可以
达到90%”，竞赛规则也高度一致。

2020 年 12 月，教育部、北京冬奥组委、
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学校冰雪运
动竞赛暨冰雪嘉年华主题日活动在长春举行，
来自全国 19 个省份的队伍参赛。记者在这里感
受到了学生们对冰雪运动别无二致的热爱。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新海小
学五 （3） 班的刘金朋是此次比赛中内蒙古冰球
队的一员，他把取得的成绩、克服的困难都归
结于“对冰雪运动有天然的爱”。来自广东、湖
南等南方省份的小运动员则兴奋地说：“哪个南
方人对冰雪不感兴趣呢？”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冰 雪 运 动 进 校 园 正 以
“北冰南展西扩东进”之势，在全国范围内点燃
一代青少年儿童对冰雪运动、冰雪文化的热情
与喜爱。

现状 一场“北冰南展西扩东进”的进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