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刘静 副主编：刘辉 联系电话：0731-88317969��QQ：627124209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44 邮发代号 41-8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

2014 年第 48 期 总第2029 期

2014 年 11 月

27
星期四

甲午年十月初六
科教新报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职业教育的
兴起， 新型的适应中职学校的校园文化
急需建设。 加强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
是加强和改进职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效途径，是提升职校办学水平和层次、
建设和谐校园的有效办法。

校园文化是一个多层面、 广内涵的
有机复合体， 中职校园文化建设是以校
风、教风、学风建设为核心，从精神文化、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技能培养四个方面
着手， 形成催人奋进的学以致用的学校
精神和科学、民主、实用的价值理念，导
向正确的舆论环境，使学校文化形态、师
生心态、技能状态内外和谐，办学实力、
学校活力、 动手能力、 文明魅力刚柔相
济， 促进学校的全面、 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创建品牌学校。

中职学校肩负着向社会培养技能型
人才的重要使命， 校园文化理所当然地
成为学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 加强
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实现学校人才
培养目标的需要； 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的重要途径； 是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基
础。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就是学生
受到良好教育的过程， 就是教学内容优
化和教育质量提高的过程。

目前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存在以
下问题： 中职学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与
精神文化建设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 校
园文化活动的开展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结
合得不够紧密。 校园文化应该要服从人
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应与课堂教学相呼
应，对人才进行全面培养。校园文化中的
亚文化愈演愈烈， 大众文化难以形成主
流文化，精英文化难以形成示范作用。注

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 忽视师生
员工的同步发展。 许多中职学校把校园
文化建设局限在学生思想政治品德教育
的框架中， 把它看作教育教学活动的管
理方法和管理手段， 过分强调学生在校
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 以及校园
文化建设对学生的影响和效果， 而没有

“全校一盘棋”的观念，以致忽视了师生
员工的同步发展， 忽视了教职工参与校
园文化建设的热情， 忽视了教职工对校
园文化的认同感， 使中职学校文化建设
缺乏系统性和长远目光， 削弱了校园文
化建设在中职学校完成其培养目标过程
中的作用。

校园文化的建设首先要明确发展思
路，结合自身办学理念，进行总体规划与
设计，在校园文化建设的目标、措施、效
果等具体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把校园
文化建设纳入学校发展总体规划。 中职
学校的领导应立足于学校发展战略的高
度， 结合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对校内外
的环境进行分析， 以确定校园文化建设
的任务，对学校校园文化进行重新设计、
全面塑造； 充分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增强责任感；注重内涵，努力
推进精神文化建设。

精神文化是中职学校校园文化的灵
魂和核心， 主要体现为学校特色和精神
的优良传统、校训校风、人文精神和科学
精神等等。要培养有个性的职校毕业生，
精神文化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校园文化
的引导者和管理者， 教师的言行举止直
接影响到学生的所作所为。 中职学校应
针对职业教育的特点， 扎实有效地开展
人文素质教育， 将人文教育与技能教育

有机地结合起来， 深入发掘技能教育中
的人文因素，精心设置人文学科课程；加
强隐性课程建设， 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
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加强学习，不
断完善和提升人文精神， 以人文的精神
传递专业技术中的人文价值， 在专业课
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 引导学生形成良
好的技术价值观。

积极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
搞好校园舆论阵地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
仅仅依靠组织力量还远远不够， 还必须
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文化载体， 充分利
用各种有教育意义的纪念日或重大节庆
日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唱响校园文化主
旋律。办好属于自己的校园节日和活动，
不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牢牢把握正
确的价值导向， 结合学生的特点构建学
生健康发展的舆论平台， 引导网络、校
报、广播电台、宣传栏等阵地，成为校园
文化健康文明发展的重要窗口， 陶冶学
生的情操， 促使学生逐步形成良好的日
常行为习惯，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乐观
向上的性格，以及高雅的审美情趣、团结
协作的团队精神。 校园文化建设还可引
入优秀企业文化， 帮助高职院校找准人
才培养的目标定位， 选择正确的人才培
养模式，实现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
让学生长知识、长技能，提高学生的专业
素质。

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规范中职学校办学
行为， 展现职业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方
面。 中职学校应根据中职教育和中职学
生的特点， 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校园文
化，提升其办学水平，促进其人才的培养。

爬过树的人告诉我们，树的枝叶生
得过于茂盛便容易遮挡上树时脚下所
踩的枝干；画过画的人告诉我们，色彩若
过多的堆积便会失去那些色彩本来的
颜色；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鲜花与掌声
往往让人忘记最初的承诺。 在我们走得
越远，站得越高的时候，徘徊在人生的十
字路口越容易不知所措。古今中外，形形
色色的人和事都告诉我们：人生需要一
把剪刀。

唐朝诗人韦应物，十三岁时就因“门
荫”而成为唐玄宗的御前侍卫，出入宫
庭，意气风发。 可惜韦应物十五岁那年，
因为安史之乱，三卫被撤，曾经少年得志
的韦应物成了“待业青年”。 人生的骤然
跌落没有打碎这个十五岁少年的信念。
从此以后，韦应物以书为伴，以笔作友，
饱览群书，终于成为唐代文学家。他的经
历与成就告诉我们人生不该有太多留
连，太多的留连束缚人的思想，羁住的不
仅是双脚，还有未来。凡是双脚所到达的
地方都属于昨天，即使山再青，水再秀，
风再温柔，我们也回不去了，必须剪掉那

过多的留连去开始新的生活。
大家熟悉的英雄人物保尔·柯察金，

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 克服无数艰难困
苦， 在瘫痪和双目失明的痛苦中找到光
明和目标。 命运的跌宕，生活的挫折，足
可以使人消沉，使人失去生活的激情，保
尔也曾走到过这样的边缘。 当他知道患
病无法医治的时候， 准备用手枪结束生
命。但是，伟大的精神支柱使他战胜了自
我，喊出了“即使到了生活实在难以忍受
的时候，也要找出活下去的方法，使你的
生命有用处”的铮铮之词。我想保尔之所
以能够活得有意义， 成为中国读者乃至
世界的读者所崇敬的人物形象， 是因为
他能够在困难与挫折的现实面前， 勇于
下决心剪去种种杂念， 然后意志坚定地
向着太阳奔跑。

现实中，不少人为名利所累，对于有
名有利的事争着干， 没有名没有利的事
就老想着别人来做。 或者是做了一点点
事， 就生怕别人不知道， 不时地自我吹
嘘，邀功请赏。 自己有了付出之后，一旦
没有得到好处就牢骚满腹、态度消极。还

有的人能上不能下，能伸不能屈。 一帆风
顺时，趾高气扬，目空一切。 遇到挫折时
就垂头丧气，意志消退，甚至自暴自弃，
浑浑噩噩的枉度一生。

我很欣赏白落梅的一句话“在这喧
闹的凡尘， 我们需要一个合适的地方来
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的古庙，也许
是一本无字经书， 也许是一条羊肠小
路。 ”大千世界名利千千，桃花朵朵，很多
时候会让人眼花缭乱， 会让人选择人云
亦云，生活的很多乐趣从我们指尖流过。
是啊，人间灯火万盏，不如心灯一盏。 有
时候我们需要剪掉那撮名利的小尾巴，
攒起来卷成灯芯，点燃心中的那盏明灯。

世上很多东西都不能拥有， 只能
经历。 无所谓得失，无所谓失败。 而当
你走到一个路口需要继续前进的时
候，那么人生必须需要一把剪刀，剪掉
名利、留连、卑微。 用一颗平淡的心去
看待之前一切得与失， 显与隐。 正所
谓：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
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朋友，准备好你的剪刀了吗？

湘乡市第一职业中专 肖彦

论对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考 在跳远运动教学过程中，有许多教师只注重
助跑，踏跳以及空中动作和落地技术，却忽略了
跳远的准确性， 导致在起跳时不是距跳板好远，
就是踏在板上造成了失误。学生在这项的考试和
比赛中，由于许多学生不能准确起跳，从而引起
了整个技术动作的变形， 影响了应有水平的发
挥，使跳远教学前功尽弃。 过去，我们在跳远教学
过程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其教训是深刻的。 总
结以往的经验教训， 通过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
改进教学方法，着重强调跳远准确性问题，加强
攻板意识，很快就解决了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
效果。

一、起动方式：助跑起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
从静止姿势开始起动，采用两腿微屈，两只脚左
右平行站立的半蹲式； 另一种是在助跑标志线
后，先用几个走步，垫步或慢慢踏上标志性，再开
始加速助跑，称为走动式。 一般的教学中，多采用
静止姿式助跑的方法有利于踏板准确性的提高。

二、助跑加速的方法：助跑加速的方法也有
两种：即为全程加速和逐渐加速，采用加速是从
助跑一开始就用力跑，其步频和步长的增长显得
较为稳定， 最后几步和上板靠惯性向前进行的，
所以上板的准确性较高。但这种方法适合有较高
的训练水平的运动员， 逐渐加强与一般加速相
似，在逐渐加大步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步频，但
加速时间较长，跑的动作较为轻松、自然，跳板的
准确度相对全程加速都有所逊色。所以对一般学
生来说，采用逐渐加速的方法，但应控制好最后
几步的稳定性，以提高踏板准确度，但这种方法
只适合有较高的水平的运动员，对于一般学生来
说采用逐渐加速的方法，应控制好最后几步的稳定性。

三、助跑的距离和参数：跳远的助跑速度与腾空起跳有着密切
的关系，对于踏跳有准确性和跳远成绩的影响很大，在起跳前为了
获得理想的速度，必须有相应的助跑距离加以保证。 保证运动员助
跑距离，男子一般为 35-45米，跑 18-24步；女子一般 30-40米，跑
16-22步，助跑的距离和参数，应根据距离和参数的不同相应减少。
在中学跳远教学中，助跑的距离不必太长，通常采用 15-20米的助
跑距离，跑 10-12步，等练到一定水平后，距离可逐渐增加，直到最
佳距离为止。 速度发挥快的学生，助跑距离可相应减少；反之，应适
当增加。

四、介绍几种掌握踏跳准确性的方法：在不同质量的跑道（或在
3度—4度的斜坡上），进行长于全程距离的助跑，并利用助跑标志，
以稳定最后 6-8秒。 检查开始助跑时预备姿势，助跑开始阶段的步
长和加速情况，促使最初几步助跑步长的稳定。

助跑训练主要是提高稳定的助跑节奏，而节奏指的是助跑每一
步具有的时空特征，它直接影响着助跑每一步的步长和步频，从而
影响到助跑的稳定和准确性。 因此，助跑节奏通常是要经过较长的
时间训练，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节奏。但许多同学的助跑节奏，
特别是考试助跑节奏极不稳定，变化较大，造成助跑准确性差，在最
后阶段每小步或接大步，导致较大的水平速度损失，所以要想在助
跑中充分发挥水平速度，必须培养稳定和准确的助跑节奏。

经过几个周期的专项训练之后，使学生的助跑能力相对稳定的
前提下，用竹筒敲击学生助跑时的节奏，强调突出最后两步的节奏，
并用录音机把几次助跑时的敲击声均录制下来，然后，取效果（起跳
的准确性和起跳效果）最佳的一次作为近期助跑起跳练习时的节奏
模式，反复播放该声音以巩固学生的助跑节奏。 随着训练水平的逐
步提高，教练员应不断地加以观察和调整，尤其是最后两步的情况。

五、丈量步点和全程助跑距离：在跑道上有自己确定的助跑开
始姿势和加速度，反复几次后，找出起跑点到自己确定的步数的脚
迹，然后用皮尺量出这段距离再把它移到跳远助跑道上。 在助跑道
中，以起跳板前缘为前点，从助跑道反方向按自己所正确的助跑开
始姿势、加速方式开始丈量步点。为了有一个准确踏跳的概念，又不
过于受约束，可在起点划一个较大的起跳区，随着动作的熟练和步
长的稳定，起跳区应逐渐缩小到起跳板的宽度。

六、改善心理品质的训练：意志训练是在运动训练中有目的地
使运动员或学生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意志行动，它的途径主要有：努
力克服困难；迅速采取和执行决定；掌握心理自我调节；自我培养意
志能力。

现在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教育思想转变，推动
了教学理论和方法的革新，从实际出发，改变以往的传统训练方
法，着重科学训练，运用好技术手段和科学的训练方法，会得到很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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