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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第十四届

全国学生运动会圆满落

幕。上海代表团中学组、大

学组运动员经过十天的拼

搏，以 71 金 44 银 28 铜的

骄人战绩， 历史性的登顶

金牌榜、奖牌榜、总分榜三

榜之首， 创造了上海队在

全国学生运动会中的最好

成绩。

“这是一个超过了赛

前预估， 有些意外的好成

绩。”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

闽景兴奋地表示，71 块金

牌是一届赛事的总结，是

一段征程的结束， 更是上

海学校体育迈上更高台阶

的起跑线。

学生运动员兼具学生与运动员

两个身份，用教练们的话来说，只有

会学习的学生才有会比赛的头脑，

学业学习与体育训练相辅相成，两

者在体教融合的实践与探索中，逐

步形成了 1+1>2的合力。

这届全国学生运动会中，武术

项目整体取得的成绩超出预期———

拿到了 7块金牌，足足比上一届多

了 5块。谈及训练理念，大学组教

练康萌这样说：“我们的理念就是

训练、教育两不误，比方说学生在训

练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难题，这个

时候就要把一些教育的理念加入进

去，也就是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要选

择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接下来能给

你带来什么？你能从训练当中得到

什么突破。”康萌一直给孩子们强

调，要“学武兼修”。

在康萌看来，武术这项运动，拿

金牌只是目标的一部分，崇尚武德

才是其精髓所在，“我们更重视武

德的培养，虽然目标是争金夺银，为

学校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但是我

认为更要的是要培养他们的内在功

力，以武术来辅助他们的中医学习。

这样他们比起普通人来说可能会有

更深的感悟。”

羽毛球场上虎虎生威的混双冠

军秦博奥，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经

管学院，专业成绩排名全班前 5%，

也获得过 2019 年全国大学生运动

锦标赛混双亚军等荣誉。“每次训

练，运动强度都很大。在锻炼心肺的

同时，学业压力也得到了释放。”她

说，“我会抓紧每一分钟，该学就

学，该练就练，因为我要求自己两头

都不能耽误。”

获得了大学组乒乓球女单金牌

的魏闻声，是华东理工大学的乒乓

球运动员。她曾被学校评为 2020

年度“大学生年度人物”，当时，评

语词是这样写的：“入校后，她身兼

大学生 +运动员双重身份，认真学

习，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最终顺利地

通过了所有考试并获取保送研究生

资格。”魏闻声对此表示：“有的人

觉得，又学习又打球，耽误时间，但

我觉得，这两件事可以相互成

就———你在学习上，需要体育的支

撑，体育上也需要学习的支撑。学习

要像打乒乓球一样，有坚韧不拔的

毅力；打乒乓球时，也需要像学习一

样，有冷静清晰的分析和判断。”正

是这股合二为一的精神，支持她笑

到了最后。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认

为，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作用，是体

教融合实践的方向之一。“体教融

合的话，更多是把体育也作为教育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倪闽景表示，

在这方面，上海将继续推进体育课

程改革，把学生体育素养的发展融

进体育课堂。

上海代表团参加了本届学生运

动会全部大项的比赛，虽然这些项

目都由一到两所学校牵头做为组队

单位，但代表团的最终成绩是所有

组成学校共同努力的结果。比赛期

间，部分省市队伍的队服就是组队

学校的校服，而上海各支队伍的队

服上，除了上海两个字，已不见学校

的校名，大家早已是朝夕相处、共同

训练的好队友，所有人都只有一个

名字，那就是上海队。

这其中当然有上海作为直辖市

的优势，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处

长陈华介绍说，上海地域面积小，集

中训练有条件，能够吸纳来自各个

学校的优秀学生运动员共同组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学男子足

球队。这支队伍汇聚了沪上六所高

校的大学生运动员，尽管按照各省

市预赛阶段的成绩被列为最低的三

档球队，却在前两场比赛中不畏强

手，连战连胜。

“大学男子足球队这次能够进

入全国四强，站到领奖台上，对我们

来讲也是一次突破，”陈华说，“集

体项目采取联合组队方式，难度其

实相当大，考验着组织能力、管理方

式、训练水平等。”不仅是足球，包

括游泳、羽毛球、武术都是由多校学

生组队，其中，游泳接力项、羽毛球

双打组合等，选手均来自于不同学

校。但在赛场上，他们充分展示了上

海大学生精诚团结、众志成城的精

神风貌。

青岛的游泳赛场上，来自晋元

中学的游泳小将顾康弘在做着准备

活动。顾康弘在赛前两天右手手腕

扭伤，直到比赛前一天晚上，右手手

腕还贴着伤筋膏药。他的教练一直

担心顾康弘伤情加重，影响比赛。然

而在走上起点的那一刻，放手一搏

的兴奋感战胜了伤痛。碧波之中，顾

康弘勇夺男子中学组 50 米蛙泳第

一名，为上海代表团摘得本届全国

学生运动会首枚金牌。

在武术的赛场上，大学组的焦

雯玥也勇夺女子刀术冠军。“这是

她拼出来的，”康萌教练说，“武术

教会他们的，永远都要迎难而上，直

面人生！”焦雯玥说：“每当我想要

放弃武术的时候，就想起它曾给我

带来的很多益处。未来虽然我想做

一名医生，但我也会把武术传承下

去，永不言弃。”

中学男排的组队单位是上海市

市北中学，组队时间短，队员年龄

小，手里这批年轻人能否顶得住，是

主教练周琦颇为担心的。

本次运动会的决赛中，上海队

首局开局就给了江苏队一个下马

威，接连两局都是以一路领先的姿

态取得胜利。第三局中，江苏队率先

发力，比分上紧紧压制上海队。小将

们逐渐有些绷不住，输了一局。

周琦说，现在的小球员和自己

当年打球时完全不同，个性极强，

在场上遇到状况就容易随性，将赛

前布置的战术全抛到脑后，按着自

己的脾气来打。第四局开打前，周

琦向队员们强调了战术的重要性，

敢打敢拼的同时，不能忘记团队协

作。果然，在江苏队强劲的势头面

前，小将们顶住了压力，没有给对

手机会，战胜对手并获得了上海中

学男排在全国学生运动会上的三

连冠。

两年后的 2023 年，学生运动

会、青少年运动会两者合并，全新的

运动盛会就将在广西举行。

上海市教委体卫艺科处处长陈

华认为，终点亦是起点，上海在本届

学生运动会上形成的良好经验和创

新做法，将在下一个运动会准备周

期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在整个的训练过程当中，特别

是赛前的集训，我们很关注运动员

的健康情况和训练的科学安排，”陈

华告诉记者，“从训练跟集训开始，

就有专业的健康团队保障，这里要

特别感谢华山医院鼎力支持。”

“在青岛的比赛期间，除了运

动员教练员之外，就数我们随队的

队医最辛苦。因为场地比较分散，赛

事的安排密集度又很高，队医穿梭

于各个场馆之间，通过针灸按摩，科

学的用药和指导，为运动员的高水

平参赛，提供了非常好的保障。”陈

华说。大学组健美操教练周燕表示，

赛前有位名叫杨明泽的运动员手腕

受伤，还好之后有队医来帮忙处理，

才将杨明泽的状态调整好，最终，他

所在的队伍，获得了五人操的金牌。

“确实没有想到比赛前一天会

出现这些问题，但我们依托助力，在

一两天内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夺

奖牌真的是不容易，取得这个成绩，

靠的是大家齐心协力。”周燕说道。

参加任何一届比赛，最大的保

障都“功夫在诗外”。上海市教委副

主任倪闽景表示，要实现运动员梯

队建设良性循环，运动项目保持水

平，学校体育一定要坚持体教融合

大方向。“现在一般的学校里面都

会设 7-8 项的体育运动项目，然后

在每个学校都会有 1-2 项实力较

强的项目，只有把整个学校高水平

训练的基础做大，优秀的学生运动

员才会更多，普通孩子也能享受到

体育带来的乐趣。”

倪闽景用教育部提出的六个

字———“学会，勤练，常赛”，来强调

学校体育发展目标，实现学校体育

项目班班有比赛，校校有比赛，通过

比赛来拉动师生们的参与热情，进

而提高体育课的质量。此外，上海将

继续推动体育场馆向在校学生开

放，推动体育教师素质提升。“高质

量的教师队伍和教练队伍，高质量

的设施设备和场馆，高质量的赛事

和训练，高质量的体育运动效果和

体验，这就是上海接下来学校体育

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训练———体教融合有精髓

组队———合力拧成一股绳

拼搏———品味成长的道理

展望———未来可期有保障

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大学女子组上海队对青海队比赛中

中学组男排取得三连冠后，主教练钱粮刚与队员欢呼庆祝。本届全国学生运动会的金牌 本版图片/袁 征

中学组男排比赛中上海队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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