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新时代记者如何提高职业素养
湖南日报社记者 颜石敦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武
陵山脉腹地， 人们生活在崇山峻岭
和纵横交错的溪河间， 特殊的地理
环境，孕育了人们崇文尚武的精神，
民族体育运动发展得很好。 近年来，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自治州积极营造
足球特色学校，2015-2019 年自治州共
有 60 多所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 校园足球建设取得了巨
大进步。 然而，相对发达地区，自治州的
起点偏低、底子相对薄弱，在推行校园足
球过程中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特
别是培养一支优秀的足球师资队伍，是
基层学校和社会各界共同的呼声。

本文对自治州中学足球师资现状进
行调查，并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
应对策，以期“抛砖引玉”。

一、 自治州中学足球师资队伍现状
基本情况分析

笔者选取 20 所中学作为调查研究
对象，并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走访、统计
分析、 查阅文献等方法对调查对象进行
科学分析， 得出自治州中学足球师资队
伍现状是：

1.专职足球教师配备较少。调查抽取
的 20 所学校， 有 7 所为足球特色学校，
其中 5 所在城区、两所位于乡镇，均配有
足球教师； 另外 13 所不是足球特色学
校，其中有 7 所各配备了 1 名足球教师，
6所尚未配备足球教师。根据学生和教师
比例要求，农村学校每 200 名学生需配 1
名体育教师， 城区学校要求 8-9 个班配
备 1 名体育教师。 由于现有学校体育教
师数量严重缺编， 足球教师还兼有其他
课程，或者其他学科教师兼任足球教师。

2.高学历足球教师偏少。 自治州整
个中学体育教师学历为研究生以上的不
及 10 人，足球特色中学具有研究生学历
的教师才两人。 高学历教师的专业理论
知识和运动经验相对丰富， 在足球教学
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

3.男女教师比例不均衡。 笔者调研
的自治州 20 所中学， 男性足球教师 20
名， 占总数的 76.92%， 女性足球教师 6
名，占总数的 23.08%，足球教师男女比
例不平衡，影响女生对足球的兴趣。

4.学缘结构比较单一。 从担任足球

教学老师毕业的学校来看， 大多数毕业
于省内各高校体育院系， 毕业于外省体
育院系的较少， 学缘结构单一性导致学
校足球教学、训练模式和方法相对固化。

5.师资专业运动等级偏低。足球教学
属于技能型和运动型相结合的体育运
动， 足球教师的专业运动水平高低也就
决定教学的动作要领和效果。 据调查统
计， 中学足球教师专业等级属于国家二
级远动员的不到 10 人。

二、 影响自治州中学足球师资队伍
建设的原因

1. 运动场地欠缺， 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湘西多山，许多校园依山而建，足球
场地稀缺。艰苦的教学环境，难以提高足
球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2.专业人才缺乏，师资结构不合理。
我省体育院校足球专项设置不够完善，
直接关系培养出的足球教师的质量。 通
过对自治州近 20 所中学足球教师的调
研， 现阶段引进的师资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师资技能结构不合理。新引进的
足球教师， 大多为体育院校毕业或体育
教育专业毕业， 他们经过短期岗前培训
就直接上岗授课，有理论知识，但缺乏相
应的实战训练经验，无法及时融入学生，
导致教学效果一般。 二是城乡经济发展
和交通状况的差异， 也造成足球师资城
乡结构不平衡。 乡镇中学很难招聘到专
业体育教师，特别是足球教师。

3. 科研意识不强， 科研活动处于被
动局面。足球教师队伍的科研意识有待提
高，大部分足球教师把自己定位为足球知
识的传播者，而不是研究和创新者，因此
缺乏解决教学中存在问题的互动和研讨。

4.家长“重文化、轻体育”，学生足球
兴趣不强。 大多数家长认为， 学而优则
仕，学好文化课程才有机会跳出农门。孩
子花太多时间在体育运动上， 无法集中
精力学习文化课程。 这对足球教师授课
积极性也造成一定心理影响。 自治州重
视校园足球运动，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校、

县、州三级联赛，但是整体的足球氛围营
造点仅在校内， 平时开展足球训练和运
动的场地、条件等有限，学生对足球的兴
趣并不强烈。

5.培训模式单一，导致培训效果不
能及时转化。 接受继续教育和专业技能
培训是教师不断提升自我教研水平的重
要途径之一。 自治州教体部门非常重视
中小学校园足球教师的继续教育， 选派
部分体育老师到发达地区进行校园足球
方面的学习和培训。但据反映，当前足球
师资培训存在模式单一， 培训内容相对
陈旧，培训模式固化，难以运用到足球教
学工作中，达不到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化。

三、 自治州中学足球师资队伍建设
的途径

1.优化师资队伍，充分考虑两个均
衡。 目前，自治州中学体育师资队伍中，
男女教师比例不均衡， 应优化师资队伍
特别是足球师资的比例， 每年招聘新教
师时， 教体局和人社部门可根据在校男
女学生的比例， 考虑遴选体育专业女性
毕业生加入师资队伍， 逐步缩小当前男
女体育教师的性别比例不均衡现象，女
性体育毕业生加入师资队伍既可弥补男
教师在足球教学环节中的不足， 也可激
发女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兴趣。 制定教
师招聘方案时， 要考虑城乡体育师资比
例均衡， 把招聘体育学科教师和其他学
科教师摆在同等重要位置。

2.调整招聘方式，实现新教师准入
模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招聘体
育教师的范围局限于体育院校、 师范院
校本（专）科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存在教
育供需矛盾：一方面是师范院校“产能
过剩”， 另一方面是新时代的教育需求。
化解当前存在的教育供需矛盾， 要调整
招聘方式，改革招聘办法，形成多渠道、
严准入、可选择的供给侧结构，采用“聘
任制”招聘“双师型”足球教师，就是把足
球退役运动员和具有一定体育专业素养
的足球爱好者等作为新教师准入遴选对

象， 弥补在校足球教师专业技
能不足的短板。

3.严把准入关口，从“入口”
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教师的供给
侧改革，归根到底是拷问师范院

校培养人才质量的问题。 近年来，部分院
校因为生存现状不得不实施“托底性”招
生,导致生源质量偏低。 因此，在招聘教师
时要注重双向考核，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也要具备实践专业技能，确保招聘的
新教师能胜任教学岗位需求。

4.完善保障机制，让体育教师有职业
归属感和认同感。从笔者调查来看，目前
自治州中学体育教师数量还不能完全满
足教学的需求。针对这一现象，首先要改
变对体育学科的认识偏见。 把体育教师
的职称评定、薪资待遇、课时补贴与其他
学科一视同仁。 其次要将考核结果和绩
效分配相挂钩， 拉开业绩突出者与碌碌
无为者的待遇差距。再次，改善教学硬件
条件。 在学校改扩建过程中，应充分考虑
学生的生均活动场地。

5.“两步走”相结合，提升足球教师授
课技能。 第一步是落实足球教练深造，支
持有足球实践教学经验的教师“走出去”，
近几年， 自治州重视足球老师专项培训，
该州杨杰、孙紫微、程源铭、张清龙等老师
参加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教练员国家
级专项培训。第二步借助教师“国培”等平
台，把国内知名足球教练员“请进来”，举
办专题讲座和学习培训班，通过理论和实
践，为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搭建相互学习
的平台，达到优质资源共享。

6.“地方 + 高校”模式，整合教育资
源、培育自治州本土足球人才队伍。在国
家大力倡导中小学校开展足球运动，基
层呼吁构建完善师资队伍的背景下，地
方高校可借鉴湖南工业大学开设足球系
的经验，把足球专项纳入体育专业教学。
自治州破解足球师资瓶颈，也可采取“地
方 + 高校”办学模式，委托吉首大学体育
科学学院培养一批足球专业教师， 按照

“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的办法，生源
回原籍地中小学校就业。

以上刍议， 以期为自治州足球师资
队伍建设和推动校园足球事业再上一个
新台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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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背景下刍议湘西州中学足球师资建设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民族中学 石邦春

记者，用文字和镜头记录新闻故事，
被人们视为事实真相的发声者、 社会公
平正义的呼吁者、时代变迁的记录者，被
誉为“无冕之王”。 新时代记者如何提高
职业素养，增强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使
党的新闻工作紧扣时代脉搏、 顺应时代
潮流、回应时代要求、引领时代风气。

一、政治坚定，提高思想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从来
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 讲政治是第一位
的。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无法做好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

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创造者、 实践
者、传播者、推动者的记者，担负着宣传
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重任， 担负着以正
确的思想、 健康的舆论引导人们社会行
为的重要职能。 记者要牢固树立马克思
主义新闻观， 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忠实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宣传纪律和长
期形成的规矩，增强政治定力。

当今时代，舆论环境复杂，各种价值
观激烈交锋，各种意见莫衷一是。记者必须
坚持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把党
性原则贯穿到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全过

程；必须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在
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发声，敢于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作出了宏观思考和战略布局。记者要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
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教育培训，深化对新闻舆论工作的地位
作用、职责使命、方针原则、任务要求等认
识。在学习时要注意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结合起来，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结合起来，把党对新
闻舆论工作的要求放到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去认识和把握。

二、加强学习，提高业务能力。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

随。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媒体与
传统媒体融合发展成为全球趋势。 作为
记者，既要具备过硬的传统业务能力，又
要掌握新媒体技术， 努力成为能写会拍
会制作的全媒型、专家型人才。

由于受众对新闻信息的解读及需求

都不同以往， 要求新闻工作者重新审视
新闻制作，对新鲜性、重要性、准确性、显
著性、趣味性等要素灵活运用和调整。

新闻报道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记
者在工作中会接触到一些新技术、 新思
想和新兴事物。 为避免在新闻传播中说

“瞎话”“胡话”， 记者需注重文字叙述的
精准性，以符合时代潮流语言，突出新闻
传播价值，准确地将信息传达至受众。

新闻是记录社会、传播信息、反映时
代的一种文体，应做到雅俗共赏、兼收并
蓄，注重人文关怀在写作中的渗透。 一篇
新闻优稿， 要着重强调内容的深度及广
度，合理把握篇幅长短。 既要有简洁扼要
的特点且能够适应移动阅读，提升文章内
容的趣味性，增强受众的阅读体验。

现代社会信息、 数据主要以音频和
视频的形式传递，记者要顺应时代潮流，
掌握电脑操作、多媒体技术，懂得利用现
代化技术来辅助工作。 记者要能熟练处
理文本、照片、图表、音频、视频等，能策
划深度报道、系列报道，挖掘新闻背后的

故事。实现精品内容与网媒体验相叠加，
产生更大的阅读价值和社会效益。

三、恪守准则，提高道德修养。
前些年， 山西省霍宝干河煤矿发生

矿难，煤矿未及时上报。闻风而至的真假
记者， 在出事煤矿排起了长队———不是
为采访报道，而是领取“封口费”。

无独有偶， 河北省蔚县李家洼煤矿
井下炸药爆炸事故发生后， 矿主使用上
述相同伎俩，瞒报事故达两个月之久。

近年来，“新闻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有偿新闻、收受礼金、贪图享乐、报道失
真、 导向错误等现象也不时出现在新闻
行业中。 这些道德滑坡、 行为失范的现
象，严重违背了新闻职业道德，违背了新
闻必须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背离了
党性原则， 背离了为人民服务和社会主
义的方向，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
影响，严重损害了记者的形象。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记者要
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全心全
意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自律是防止
新闻工作者道德失范最有效的途径，必
须加强正面自我教育， 努力提高道德水
平， 自觉抵制个人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
等思想的侵蚀，积极预防道德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