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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冰雪运动要从娃娃抓起！
对于即将于2022年举行的北京冬

奥会，
在校园里抓紧培育一批小小冰雪

迷尤为迫切。
北京的校园冰雪运动开展得怎么

样了？
午报记者近日兵分多路，走进京城

的东西南北四处走访，
发现了一批极具个性的“冰雪特色

学校”,
他们当中，有的用小块玉米地改建

成冰场，
有的螺蛳壳里做道场，引入小场地

项目，玩得不亦乐乎———
看到小伙伴们拥抱冬奥炙热的情

怀，也许您也会说：
有了挚爱的心，
还担心冰雪不能燃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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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本报记者 刘欣欣

从零基础到专业队
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

□本报记者 陈曦

中关村第三小学

“我们学校是北京市最早开展冰雪运动的校
园之一。” 中关村第三小学副校长郭金贵自豪地
说。 郭金贵介绍说， 2012年之前， 学校有学生在
外面的俱乐部练习冰球， 因为要打比赛了， 家长
们找到学校， 希望能以学校的名义进行比赛。 于
是， 中关村三小组建了第一支冰球队。 “当时，
冰球队的规模不是很大， 也就10人左右。 他们很
优秀， 现在已经上初中了， 也都成了初中学校冰
球队的主力。”

中关村三小冰球队， 从最初的家长自发组织，
到后来慢慢步入正轨， 学校不仅为队员们提供服
装、租借场地，邀请教练指导，还为家长们成立了冰
球家委会，安排好冰球队后勤保障的各项事宜。

目前， 中关村三小冰球队已经连续参加了多
届北京市、 区中小学校际冰球联赛， 并多次获得
组别冠军。 “只要孩子们获得一些成绩， 我们就
会在学校内大力宣传， 在公开场合为学生颁奖，
让他们知道， 他们是在为学校争光、 争荣誉。” 郭
金贵说， “这些举动确实给予了孩子们很大的鼓
励， 大大激发了他们训练的积极性。”

2015年7月31日，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
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
布： 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
动会举办权。 至今回忆起那一刻， 郭金贵都激动

不已。 他也透露说， 中关村三小也为北京成功申
办冬奥会做出过贡献。 “2015年3月， 国际奥委会
评估委员会到北京考察群众冰雪运动的开展情况，
我们的冰球队就进行了表演，当时我们表演的队员
都是五六年级的学生，但是水平很高。 ”郭金贵说。

2015年年底， 中关村三小就在五棵松体育馆
开展了以 “挥杆冰球梦， 牵手冬奥情” 为主题的
冰雪活动启动仪式。 自此之后， 中关村三小的冰
雪活动就像上足了 “发条”， 在以往建立冰球校队
的基础上， 向有兴趣的同学开设冰球课程， 而且
还组建起了一支花样滑冰队。

“目前，学校有100多名同学进行冰球训练，50
多位同学进行花样滑冰训练 。 对三年级的学生
专门开展了陆地滑雪课程。冰壶、高山滑雪、陆地滑
雪等一系列冰雪项目已经进入校园。” 郭金贵说。

此外， 学校13名冰球队队员还与来自芬兰的
赫尔辛基小丑队队员共同表演了冰上节目 《圣诞
节遇上中国年》。 “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赛场的聚
光灯下， 但是让更多的人参与和了解冰雪运动，
则是我们正在做的。” 郭金贵表示， 学校邀请了国
家级运动员进校讲解冰雪知识， 通过校园广播、
绘画等形式 ， 介绍冬奥会的规则和观赛礼仪 。
“希望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 我们的学生都能成为
合格的小观众。”

在前不久的北京市第三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
会上，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冰球队代表朝
阳区参加比赛， 先后打败了丰台区和大兴区代表
队，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无论是由于2022
年冬奥会的临近， 还是从经纶集团一直以来对孩
子全方位培养的目标来讲， 帝景分校都非常重视
冰雪活动。 我们希望孩子不光是成绩好， 还要更
多地在体育、 艺术等方面全面发展。” 陈经纶中学
帝景分校的德育主任张敏告诉记者， 学校不仅仅
是开设一个课程， 而是从孩子的兴趣出发， 有计
划、 有目的地安排课程。

“安老师， 我们想参加一个全市的冰球比赛，
是否可以由学校出面组队参赛？ 这样显得正式些，
能给孩子更好的参赛体验……” 当年， 学生家长
的一通电话， 拉开了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开展冰
雪运动项目的帷幕。

学校体育老师安宁回忆， 那是2014年的时候，
虽然冰雪运动还没有如今这么火热，但已经有学生
的家长带着孩子在培训机构学习冰球了。安老师答
应了，以领队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市第二届冰球校际
联赛的领队会，并带领着2名帝景分校和7名嘉铭分
校在培训机构学习过冰球的学生们参赛了。

当年， 联赛只有十几支队伍参赛， 陈经纶中
学是唯一一个由老师带领参赛的队伍， 其他的队
伍都是由家长牵头组织。 随后几年， 越来越多的
学校参与其中， 参赛的队伍也迅速增加到上百支。
比赛后， 看到了学生和家长对这项运动的热衷，
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决定在校内开展， 并由安宁
老师负责。

当年9月， 陈经纶中学帝景分校冰球队的队员

就已经招募到位了。 然而， 冰雪项目不仅对场地
要求严格， 对器材用具的专业化程度要求也高。
队员是有了， 但孩子们只能在操场上穿着旱地轮
滑鞋， 用体操棒代替冰球杆， 用网球代替冰球来
进行训练。 到了第二年， 学校为冰球队拨了资金，
给球队的孩子配备了冰球队全套护具和装备， 陈
经纶中学帝景分校的冰球队终于正式成立了。 通
过邀请专业俱乐部的冰球教练执教， 很多零基础
队员的技术水平迅速提高。

如今， 冰球队壮大到拥有30多名队员， 每周
统一进行训练， 想要 “吃小灶” 的队员也可以额
外自行跟俱乐部的教练约小课。 除了参加冰球队
外， 为了更好地普及冰雪运动， 安宁老师也在他
的体育课中加入旱地冰球的训练。 “先让他们打
轮滑球， 如果孩子有兴趣， 再鼓励他们上冰， 可
以说这是从最容易实现的方式开始普及。”

通过在学校里接触冰球， 好几位从零基础开
始在学校接触冰球的学生都走上了专业打冰球的
道路。 有的孩子被朝阳区和北京市的专业冰球队
伍选中， 还有的孩子到加拿大、 奥地利等国家进
一步学习冰球运动。

学校的冰球队成立后， 每年都会参加各种比
赛，不仅在朝阳区、北京市比赛，还曾代表北京参加
过全国的中小学生冰球比赛。 “这些年带着孩子们
出去训练，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孩子们的自理能力得
到了锻炼， 而且我的队员们身体素质也明显地更
好，运动能力更强。 ”安宁自信地笑着说。

小伙伴像上了发条一样迷上了冰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