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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小伟

跳蚤市场与艺术节

日前，在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落幕之际，上海
体育学院（以下简称
“上海体院”
）刘清早教授收到
了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作为全运会、残特奥运执委会和全运村年龄
最大的工作人员，刘清早教授带领研究生和助理
在一年里召开了 196+66 个业务指导会，进行了
77 次现场检查。在被封闭管理的 85 天里，每天
24 小时坚守，为西安市执委会和全运村的服务做
到了“零拒绝、零延误、全覆盖”。
“专业技术精湛，
勇于担当，兢兢业业，主动作为……”刘清早教授
的专业与敬业获得了榆林执委会的高度评价。
连续担任 4 届全运会首席专家、被誉为
“国内
赛事操盘手”
的刘清早教授正是上海体院负责专业
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人物。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链
的核心要素。近30年来，
上海体院以体育赛事人才
培养为突破口，秉承
“立足行业、与赛同行、面向国
际、
全域创新”
的理念，
坚持开拓、
赓续、
深耕，
为我国
体育产业培养了大量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

1.

从无到有：
既“吃螃蟹”，又当“头羊”

据说，网坛名宿费德勒对上海情有独钟。自
2009 年上海大师杯改为大师赛以来，在过去 11
年间，费德勒曾 8 次来上海参赛。费德勒不止一
次表示，上海是他排赛时的优先选择。
费德勒为何对上海情有独钟呢？
这与上海完善高效的赛事组织能力是分不开
的。上海是中国最早举办国际网球赛事的城市，
有着丰富的办赛经验。在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就
举办过多次网球公开赛。2009 年职业网球协会
赛事改革后，上海又成为全球仅有的九站大师赛
举办地之一，上海大师赛已经成为亚洲最高级别
的男子网球赛事。国际赛事主办运作需要为数众
多的体育赛事人才，这背后上海体院居功至伟。
上世纪 90 年代起，体育产业逐渐为人所知。
作为体育产业的核心，我国体育赛事从数量和质
量上，都得到不同程度提升。以上海为例，
陆续举
办了东亚运动会、全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新世
纪开始，上海举办了网球大师赛、F1 赛车中国大
奖赛上海站等比赛。市场需要一批懂体育、会运
作的体育赛事人才。
在我国探索体育赛事市场化改革初期，上海
体院在国内率先试办体育管理（体育经营管理方
向）专业，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体育经济与管理、
市场营销（体育营销方向）两个专业。
上海体院校长陈佩杰说：
“上海体院在全国第
一个尝试开办体育赛事运作的人才培养，无论在
数量和质量上，都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受到了业界
的欢迎和认可。”
2006 年，上海体院在国内首创“体育赛事运
作 ”硕 士 点 ，2018 年 ，体 育 旅 游 管 理 专 业 硕 士
（MTA）点获批，2020 年获批体育工商管理专业
硕士（MBA）点，而在更高层次上，体育管理学博
士点已开始招生。本科、硕士、博士不同层次的人
才培养，满足了社会对体育赛事运作人才多层次、
全方位、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从无到有，体现
了上海体院人才培养
“敢为人先”
的精神。
上海体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海说：
“体育赛
事运作的人才培养，凝聚了几届学校领导的关心
和经济管理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毕业生
活跃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各个体育赛事中。”
东浩兰生公司今年刚刚作为主办方，成功举
办了 2021 上海赛艇公开赛。该公司就活跃着不
少上海体院体育赛事运作方向的毕业生。在忙完
10 月的赛艇比赛后，
他们接着转战上海马拉松赛。
目前上海体院体育赛事运作专业已有近 30 届
毕业生，每年就业率接近 100%，累计毕业生数近
4000 人，
就业质量逐年提升。据统计，
体育赛事运
作方向的毕业生从事赛事相关工作的比例约在
50%至60%。这些学生是中国体育产业第一批
“弄
潮儿”
，
正在为打造体育产业全产业链和
“2025年达
到5万亿元规模”
的目标而
“撸起袖子加油干”
。

一线采风

在击剑比赛中，上海体院学生为世界大赛服务。

学校供图

2. 从“初阶”到“高阶”：既有本科，又有博士
课程建设是一个专业发展的基础和
根本。经过近 30 年的探索实践，上海
体院构建了以“体育+”为基本理念的
课程体系，成为国内体育赛事人才培养
的标杆，在培养模式和教学资源方面为
国内相关院校提供了样板和示范。
上海体院在体育赛事运作的课程和
学位方面，经历了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
段的发展过程。
20 世纪 90 年代初，体育赛事运作
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原有的上海体
院体育类“初阶”课程，强调体育特
色。在专业课程方面，以大型赛事运作
管理流程、竞赛组织规范、市场开发指
南等模块为主。
21 世纪初，随着社会对体育赛事运
作高层次人才的提升，课程内容深化和
范围拓展成为当务之急。因此，这个阶
段体育赛事运作人才培养以管理、经

济、信息科学等课程为基础构建学科体
车赛事总监、上海体院毕业生王笑说：
系，体现“学科融合”特色的“中阶” “上海有国内最好的赛车运动市场，这
课程。
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
现在，体育赛事运作人才培养进入
境。非常感谢学校根据市场需求，设立
“高阶”课程阶段。这个阶段的特色是
的体育赛事运作这个方向，使我能够把
初步形成具有“上体特色，国际风采” 从学校学到的东西运用在工作实践中，
使我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
的课程体系，包含国家金课一门、上海
市精品课程 8 门、重点课程 11 门、全英
国家体育产业智库体育赛事高级专
语和双语课程 4 门及在线课程 6 门，构
家黄海燕是 2000 级体育赛事运作专业本
建起“三阶式体育赛事课程体系”
。
科生，本科、硕士和博士都在上海体院求
体育赛事是体育产业的核心，而人
学。
“母校给了我成长的空间，
我现在的主
才是核心中的核心。上海提出要在 2025
要工作是回报母校，
回报社会。
”
他说。
年初步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目标，
而在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
上海体院
而上海体院的体育赛事运作人才培养正
学子也展现出了扎实的专业技能和素
在为这个目标添砖加瓦。
养。如在 2019 年的第五届中国“ 互联
如今，越来越多优秀的体育赛事运
网+”
创新创业大赛中，
以经济管理学院体
作毕业生活跃在国内外体育赛事实践
育赛事运作专业为主体的学生团队开创
中，不少毕业生成长为国内体育产业头
性地研发了
“红色筑梦三项赛”
项目，
并赢
部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国内首位国际赛
得了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全国金奖。

3. 从理论到实践：既“请进来”，又“走出去”
30 年前，刘清早还在上海体院读书
时，当时还没有体育产业这一说法，如今
刘清早从 2009 年山东全运会开始连续担
任 4 届全运会首席专家，被誉为“国内赛
事操盘手”
“
。最近 30 年，
社会对体育赛事
运作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我非常希望
把我的案例带给学生们，
让他们对业界有
全面的了解。
”
刘清早说。
体育赛事运作专业属于交叉学科，
传统体育背景的教师缺乏对市场行为的
理论认知，传统管理背景的教师则缺乏
对体育赛事的实践感觉。为了打破这个
障碍，上海体院坚持多措并举，优化和完
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结构，专业发
展采取“请进来，走出去”两条腿走路，体
现了聚才引智、借力聚力的特点。
“请进来”体现在理论人才和实践人
才两个方面。为了提高基础知识和理论

知识教学质量，上海体院从复旦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招聘管理、
营销、法学、数据科学等跨学科背景的青
年教师，
夯实了学生理论知识基础。
近 30 年来，体育赛事运作的课程教
材建设成果斐然，
其中，
《体育赛事市场开
发》获评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红色体育
赛事策划与实践》获评国家实践金课。
“请进来”
还体现在实践人才的引进，
学
校引进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刘清
早经常带着学生参加大型国内外赛事的赛
事运作实践第一线。此外，
在课程讲授方
面，
上海体院鼓励教师邀请业内人士以课堂
教学、
讲座、
论坛等方式，
走进学校，
走近学
生，
和学生
“面对面”
进行
“零距离”
交流。
“走出去”体现在专业建设和社会、
业界积极合作。上海体院通过实习基
地、战略合作等多种方式和业界保持密

切联系。例如，上海体院和上海久事国
际赛事管理有限公司强强联手，打造体
育“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目前该公司
拥有几十名体育赛事运作方向的毕业
生。2021 年，上海体院与中体产业、莱
茵体育、力盛赛车等多家体育上市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实质性、互惠
型的合作关系，完成了首批 6 家“订单
式人才培养”合作单位授牌。
目前，长三角体育产业协会秘书处
就设在上海体院。秘书处充分发挥智囊
和智库的作用，开展体育产业领域全局
性、前瞻性的问题研究，为长三角相关
省市提供决策咨询，为政府决策科学
化、公共服务精准化建言献策，形成了
“产、学、研”三位一体服务平台。
体育赛事运作人才培养从开拓到赓
续到深耕，上海体院始终走在前沿。

浙江省平湖市崇文小学：

营养助健康

食育伴成长

王春燕
浙江省平湖市崇文小学以“食育文
化”为切入点，将“营养与健康”工作课
程化实施。从田园到餐桌的课程架构，以
“基础+拓展”“课内+课外”“线上+线下”
等路径进行探索和开发，着眼于学生成长
需要和人格完善。

营养午餐真用心
每天早晨，菜品是否新鲜、品质是否
保证、分量是否充足……学校行政人员和
营养师一一过磅、查验；加工间有第二道
把关，组长时刻关注着切配质量，精细化
管理。同时，学校实施“阳光厨房”，安上
了摄像头、大屏幕，实时监控午餐加工制
作的全流程。
师生的菜谱是在营养师不断实验、用心
思考中完成配制的，蔬菜尽量选用当季时令
菜，努力做到每一餐都色、香、味俱全。
学生们普遍喜欢学校的营养午餐，小
李同学对妈妈说：“你能不能烧得和学校一

样好吃呀！”
各班家委会代表来学校食堂目睹并品
尝午餐后放心了，他们说：“看着早晨送来
的菜，真的很新鲜，品质又好！”“吃过营
养餐后，觉得真的好吃，怪不得孩子回来
总说学校的菜好吃。
”
学校食堂厨师持证上岗，午餐执行陪
餐制度；每个菜必须留样，确保质量安全
可追溯。食品安全管理、资金使用管理、
营养健康监测等方面工作均扎实推进。

食育课程显特色
基于学生营养、卫生、健康以及劳动教
育等多方面考虑，学校着力构建“食育文化”
体系。硬件设施上建有“食育工坊”
、健康小
屋、崇小微农场、餐厨餐厅等。
“食育文化”课程全面启动：一、二
年 级 的 学 生 “ 体 验 播 种 —— 劳 动 启 蒙 ”，
三、四年级的学生则是“工坊操作——能
力提升”，五、六年级的学生开始“全面

帮厨——责任担当”。
学校“食育工坊”的课程深受学生们喜
爱，九阳公益组织免费赠送学校全套厨房设
备，还助力学校“食育工坊”课程的系统性开
发。
“ 食育”兼职教师团队用心制作教学视
频，
为全校每个班级上
“食育”
普惠课。
学校在五、六年级启动了“全面帮
厨”行动，合理组织学生们到食堂学习、
体验。对于这样的活动学生们非常乐意参
加，当他们把帮厨活动的快乐分享给家长
后，得到了家长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学校
还借机开设了家长课程。
从田园到餐桌的课程架构，以“基础+拓
展”
“课内+课外”
“线上+线下”
等路径进行探
索和开发。通过 6 年熏陶和学习，学校期望
学生们具备健康生活的理念、营养卫生的知
识、
科学饮食的习惯、
厨房操作的能力……

健康校园抓落实
营养与健康示范学校的创建，需要全

体师生提高认识，达成共识，共同助力。
学校邀请营养学专家为全体教师作了题为
《营养免疫与健康生活方式》 的科普讲座；
国旗下讲话，学校向全体师生发出“营养
健康”方面的倡议；教师在班级中开展以
“天天好营养 一生享健康”为主题的班
会课，加深学生们对营养健康知识的正
确理解。
走进健康小屋，学生们通过智能仪器
设备测量身高与体重，根据膳食算盘，合
理规划日常饮食……
大课间，富有创意的活动项目让学生
们乐此不疲，学校确保每天的活动时间和
运动强度。学校活力大课间还被评为平湖
市金奖，两支棒球队在全市比赛中捧回了
金杯和银杯。
在“营养与健康”校园的创建和工作
推进中，学生们养成了良好的饮食行为和
生活方式，为全面健康的成长打下了坚实
基础。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平湖市崇文小学）

美育探索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人才培养纪实

让学生懂美爱美创造美

为大赛打造人才“蓄水池”

广州市执信中学历
经百年风雨，始终坚守
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
在美育工作中形成“育
人为本，点面结合，以
点带面，面向全体，发
展特长，最终落脚于培
养学生的艺术素养和文
化修养”的工作特色，
让学生懂美、爱美、创
造美。

广州市执信中学：

特别关注

体育美育 09

每年的最后一天，
是执信中学持续了 40
年的传统年终盛会——
跳蚤市场，穿着汉服、
洛丽塔服、青蛙装的学
生们叫卖砍价。海报、
何勇
卡片、文具盒、橡皮
章、环保袋……最畅销
林间开
的都是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产品，由学生们
自己设计、制作。
有绘画功底的靳书
环同学身穿美美的洛丽
塔裙，售卖自己刻制的
橡皮章，各种动漫唯美
人物在橡皮章上凸凹呈
现，一枚 75 元的“高
价”都能脱手。
隔壁摊位，穿着汉
服的龙同学盛装打扮，
销售自己和同学设计、
网络定制的金属徽章。
艺术节是执信“校
园七大节日”之一，以
班级为单位出节目、大
比拼，无所不有。每个
班人人参与，台前、幕
后、舞台设计、组织、
执行、做道具……人人
有份。琴棋书画、说学
逗唱、吹拉弹跳，无论
哪种才艺，皆有用武之地。艺术节不但为学生们提供了
展示的舞台，还锻炼了他们的协调能力，促进了同窗感
情，营造了全校人人皆有兴趣爱好的氛围。

让每名学生都得到美育的浸润
学校艺术科组长房建华介绍，学校构筑了以国家课
程、特色选修课为基础的美育“基座”，让每名学生都
得到美育的浸润。
学生都知道，艺术课、体育与健康课绝不会被挤
占。学校以国家课程标准为指导，结合学校育人目标，
开足开齐开好艺术类课程。为了打造魅力课堂，艺术科
组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定期开展学科教研活动，鼓励教
师上公开课、展示课，撰写教学论文，参与学科竞赛。
在日常教学中，艺术科组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教学，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管是传统的教唱结
合，还是创新引入信息化手段的音乐创编，在发挥学
生主体作用的同时，注重兼顾对艺术形象美、音乐
美、想象美、创意美的学习和领悟，艺术课程受到学
生们普遍欢迎。
学校支持艺术科组开发了系列艺术特色校本课
程，充分发挥美育课堂主渠道作用。早在 2004 年，高
二年级的艺术课程就实行“选课走班”模式，每学期
提供 6 个模块的艺术课程，让学生们自主选课。声
乐、语言艺术、管乐、弦乐、绘画、书法、陶艺、戏
剧、舞蹈等形式多样的艺术课程如春天里争妍的百
花，不仅丰富了学生们审美领域的体验，满足学生们
个性与兴趣的发展需求，更促进学生们艺术素养的提
升。
陶塑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早在上
个世纪，学校就率先创建与发展陶艺特色教育项目，
打造了专属的陶艺坊。该项目以独具岭南特色的石湾
陶塑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创新的源泉，复旧
于璞，古法新传，开发了富有学校特色校园文化的系
列课程与活动，在橘黄的灯光下，在古朴的陶艺坊
中，教师带领学生们畅游在传统与现代工艺美术大师
们多元丰富的陶塑艺术中，畅游在传统和现代美的交
汇融合中。

以活动营造艺术氛围
在构建艺术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学校开展课内外、
校内外丰富的艺术活动，为学生们搭建艺术展示展演的
平台，让他们在活动中认识美、发现美、创造美、展示
美。
学校从课程建设和活动开展两方面，为学生们营造
良好的艺术学习氛围，让学生们在美的课堂、美的活动
中成长。
学生艺术社团百花齐放，音乐社、戏剧社、劲舞
社、古风社、书画社、橡皮章社等，学生们利用课余时
间，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在自己喜爱的领域或深耕精
研，或合作演绎，有些社团在教师的指导下，带着作品
参加校外的比赛，取得不俗的成绩。学生们通过社团活
动更加贴近艺术，感受艺术之美，同时发展兴趣特长，
深化自己的艺术造诣。
学校每年举办为期 4 个月的全校性艺术节，活动
分音乐专场和美术专场两部分。全校艺术节每年创新
主题和形式，中国画、海报设计、纸艺制作、广彩陶
艺，合唱、歌舞、戏剧、舞蹈，丰富多彩，应有尽
有。
艺术节采取以赛促学、以赛创美、以赛悟美的方
式推进，生生参加，师生互动，全员共美。为了让学
生们充分体验艺术活动的魅力，在比赛前夕，艺术科组
对学生们进行专题讲座、现场示范等专业指导，开拓学
生们的艺术视野，在看见美、欣赏美、创造美中陶冶性
情，提高艺术修养。
学校还会组织教师准备表演节目，将艺术节美美与
共的氛围推向高潮。艺术节活动参与面广，影响度深，
深受学生们欢迎，近年更实现了同步全球直播，在线网
上观众近 3 万人。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执信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