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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事，安全为大。
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为学校办学安全托
底，解决学校后顾之忧，维护老师
和学校应有的尊严，保护学生生
命安全。

近日，新华社记者走访了浙
江、上海、重庆、江苏、陕西等地的
学校，看到了健全立法、重拳执法
筑起的“隔离墙”，多方合力编就
的“安全网”，还有依托新科技撑
起的“保护伞”。不断完善的安全
保障，正共同呵护着祖国校园的
安宁。

让校园成为最阳

光、最安全的地方

清晨的阳光，照在浙江诸暨
西湖小学的钟楼上，上课钟声响
起，孩子们走进童话城堡般的教
学楼。

目送完孩子们进教室，校长
孙先菊拿出手机，看到微信群里
的留言：

“2019 年 9 月 1 日：今天要
开家长会，烦请各部门协助维持
秩序。”

“@黄队，这几天校门口发小
广告的陌生人有点多”……

这个微信群里，有学校分管
德育的校长、校管委会主任、家委
会主任，还有公安、综治、文化等
8 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有事情
大家第一时间通气。诸暨打造的
“枫桥经验”校园版让校园成为最
阳光、最安全的地方。诸暨的每个
学校，会聘用一名法治副校长、设
一位驻校民警、派一名专职安管
员，预防化解矛盾纠纷。

目前，全国 70% 以上的中小
学幼儿园，安全防范体系建设达
到了国家建设标准，涉校刑事案
件连续 6 年下降。

9 月 9 日，在西安市莲湖区
郝家巷小学的“生命健康安全体
验教室”里，六年级学生薛宇恒正
在学习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护。不
一会儿，这个微胖的小男生额头
上就冒出了细密的汗珠。“我觉得
学这个很有意思，能帮助别人。”

“2015 年，我们创建了全省
第一家‘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
对孩子们进行亲子讲座、学校安
全教育、应急演练等培训体验活
动，普及现场自救互救技能，培养
学生生命安全意识。”莲湖区郝家
巷小学副校长曹剑说。

让科技赋能阻止“危险而陌生的面孔”

开学伊始，位于江苏南京江宁大学城的中国药科大学门
口花团锦簇。一项“黑科技”的运用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走到门禁前，正视前方眨眼微笑，面板“滴滴滴”甄别身份，闸
机打开“秒速通过”。

据悉，学校在校门、公寓门、图书馆出入口等位置安设了
70 多台这样的人脸识别面板机。“系统十分智能，也很人性
化，再也不用担心扛着大包小包还要找校园卡的麻烦啦！”返
校的大二学生赵曼如说，更重要的是，系统让人感到安心，减
少了学校里“危险而陌生的面孔”。

打开微信，对准墙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拍下图片，输入“灭
火器固定绳断裂，存在消防安全隐患”。48 小时后，灭火器固
定绳完成换新———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中小学和幼儿园
的校门、操场、食堂、教室楼口，都张贴着“随手拍隐患”二维码
标牌。学生、家长扫码上传问题后，学校相关负责人将同步收
到微信提醒，使用手机便可立即安排处理。

类似的“互联网+”高科技手段，有效弥补了校园管理人力
资源的不足。

让孩子远离“魔爪”和欺凌

“希望那些有劣迹前科的人，没有接近孩子的机会。”重庆
市九龙坡区家长刘汭雪的呼声，日前得到了政府的回应———
2019 年暑假，重庆出台了《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工作暂行办法》，
“重庆市教职员工入职前涉罪信息查询系统”也正式上线运行。

记者登录后发现，该系统可查询 2013 年 4 月以来重庆市
检察机关受理的所有刑事案件信息，特别是性侵案件信息。重
庆市所有院校在招录聘用教职人员时，都需进入系统核对，依
法依规决定是否录用。

“过去衡量一个教职人员的品行好坏，更多的是流于纸
上，对其过去有无刑事犯罪无从查起。”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
长刘希娅说，“入职查询制度建立后，聘用人员的品行考核有
了切实的法律依据。”

“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不能以暴制暴”“在网络上不要泄
露自己的私人信息”“受欺凌时绝不能保持沉默”……在上海
市上南中学，学生们人手一册《网络欺凌预防指南》。手册的封
底，还有模仿七言律诗的“网络欺凌预防口诀”。

这是上海首份由学校推出、直面“网络欺凌”的手册。
指南印发出来后，上海上南中学就在高一高二年级举办

了班会和展示活动。期间，有网络欺凌知识的普及、相关视频
新闻的播放；有学生心里话的畅谈，有抵制网络欺凌的签约承
诺；有班主任老师的精彩点评，更有学生自编自演的角色扮演
和自主设计的“欺凌杀”游戏。

如今，在上海上南中学，这本指南学生和家长人手一份。
专题讲座、家长会、班会……围绕着这本小册子的学习教育从
未间断过。册子里的准则也已融化于学生、家长、老师的行为
和内心深处。

“将心比心，我们既是教育工作者，也是为人父母，没有什
么比孩子的安全更重要。”浙江诸暨市浣纱初级中学校长周其
耀说。漫步在这个学校的校园，鸟语花香中，孩子们或低头看
书，或趴在课桌上午休。“希望有更多人，更多力量，一同守护这
份宁静与美好。”(执笔记者：何玲玲、俞菀，参与记者：柯高阳、
许祖华、陈席元、兰天鸣、胡浩、白阳)新华社北京 9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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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9 月 15 日电(记者顾立林、
周杰、刘怀丕)“我们的赛场，在高山，在大海，
在草原，同一个心愿，点亮中国梦的火焰，共
同的奋斗，我们阔步向前，从没有如此接近梦
想的终点……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美好明
天。”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正在河南郑州举行，大会主题歌《奔跑的梦
想》唱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
繁荣发展的心声。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
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发端于
1953 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
赛大会，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已精彩绽放 66
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运动会，全
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风采的
闪亮舞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发展民族体育，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48
岁的阿迪力又一次登台表演古老的维吾尔族
传统技艺达瓦孜(即“高空走绳”)。惊险、刺激
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叫好。阿迪力出生在新
疆一个达瓦孜世家，11 岁时，他就代表新疆
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阿迪力家族是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历
史见证者。1953 年，阿迪力的父亲、新疆英吉
沙县农民吾守尔，受邀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
“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即第
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当年的大会，虽
然仅 13 个民族的 395 人参加、只有 5 个竞赛
项目，却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民族体育盛
会，在新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阿迪力参加的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
会，于 1982年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当时
适值改革开放初期，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少数
民族运动会由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现国家体
育总局)主办，由地方承办，每四年举行一次。

“从第二届到第十一届，我连续参加了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几十年来变化喜人，
已成为 56 个民族大团结的盛会。”阿迪力说，
大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参与人员越来越多，运
动项目越来越丰富，比赛规则越来越完善，赛
事表演越来越精彩，各族同胞交流越来越深
入。

在第三届上，首次启用了会徽、会旗、会
标；在第四届上，第一次有了会歌，即那首后
来广为流传的《爱我中华》，台湾少数民族首
次组团参加；在第五届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次组团加入；第六届由
北京和西藏共同承办，设北京赛区和西藏赛
区；第七届在宁夏举行，大会至此“走”遍 5 个
民族自治区；第八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份
广东举办；在第九届上，取消金、银、铜牌的奖
励体系，突出群众性和参与性；在第十届上，
汉族运动员开始参加集体项目……

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处于
东西南北重要交汇地带，自古是中华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地区。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运动会在河南郑州举办，是大会首次
走进我国中部省份。本届运动会共有 56 个民
族的 7000 余名运动员参赛，设有射弩、押加、
独竹漂等 17项竞赛项目和 194项表演项目。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发展中不断完
善，已经成为我国影响力最大的民族传统体
育赛事。”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方征
说，举办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是贯彻落实党
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体
育事业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有效平台，是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有效措施。

弘扬民族文化，撑起文化传

承“守护伞”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为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的挖掘和保护提供了赛事引领、制度保障
和行政支撑，也因此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的重要载体。

作为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17
项竞赛项目之一，花炮距今已有 500 多年的
历史，曾流行于广西壮族等少数民族中。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还是足球裁判员的黄自
贤，在一次下乡调研过程中，偶然发现活跃在
田间地头的抢花炮活动，他深深地被吸引，
“这么有观赏性、竞技性，不被外人知晓真是
太可惜！”自那以后，黄自贤拟写花炮比赛规
则，大力将花炮转化为竞技比赛，并在全国推
广。1986 年，花炮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运
动会上被列入竞技项目。

“借助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平台，花炮
从一项散落在民间的传统体育运动，走出了
广西，走上全国舞台，相信有一天还会走向世
界。”今年年近七旬的黄自贤说，全国少数民
族运动会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展示和交流
的舞台，让各个民族体育项目越来越规范化、
系统化，这不单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传
承和保护，更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激发。

正因为有一批像黄自贤这样的人不懈努
力，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人们可以欣赏
到来自全国各地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体育活

动：射弩，来源于生活在高山峡谷的傈僳族等
民族的狩猎生活；珍珠球，来源于满族人民采
珍珠的生产活动；龙舟竞渡则是苗族、傣族等
临水而居的少数民族祭祀水神、祈求平安和
丰收的重要仪式……近年来，全国陆续挖掘
整理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 700 多个
来自少数民族。

“中国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令人敬佩和
叹服，这种挖掘持续深入，富有成效。”多次观
摩过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日本早稻田大学
体育人类学专家寒川恒夫教授曾说，中国少数
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全国少
数民族运动会是一次集中展示的机会，让中国
古老的体育文化绽放出了绚丽色彩。

北国草原的“蒙古式摔跤”搏克、西北回乡
的“平民曲棍球”木球、南国大地的“中国式橄
榄球”花炮、帕米尔高原上的高空走绳“达瓦
孜”、白山黑水间流行的朝鲜族打秋千、雪域高
原上的“大象拔河”押加……在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上很多备受追捧的民族体育项目，体
现了农牧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或成为群
众喜爱的健身休闲方式，或成为展示民族文
化的特色项目，或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不同的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历史发展
轨迹、自然社会条件存在差异，孕育出了各具
特色、多姿多彩的传统体育文化。”国家民委
相关负责人说，历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在
注重提升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的同时，更加
注重弘扬体育精神、挖掘文化内涵、展现人文

特色，更加注重以文载道、以文化人，增强中
华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感召力。

增进文化认同，铸牢民族共

同体意识

射弩项目西藏代表队队员次旺曲珍，已
是第六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她的本
职工作是西藏林芝市波密县完全小学教师，
曾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拿过金牌。“全国
少数民族运动会让各民族同胞因体育相聚，
给大家创造了相互交流的机会。”次旺曲珍
说，“多次参加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我在全
国各地交了很多好朋友。”

次旺曲珍参加的射弩比赛，起源于云南
等南方地区，原本在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中盛
行。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推动下，各民族
将本民族的特色传统体育在更大范围内推
广，原来仅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特
产”，逐渐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财富。花炮、龙
舟、板鞋竞速等南方少数民族传统项目，如今
在北方大地越来越流行；东北满族人民酷爱
的珍珠球，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生了根。

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这样一种现
象越来越普遍——— 运动项目起源民族或地
区，在该项目比赛中未必能占上风。在第八届
上，西藏队拿到了希日木(朝鲜族式摔跤)和
格(彝族式摔跤)的冠军，而北嘎(藏族式摔
跤)的冠军却被新疆队夺走。在第九届、第十

届上，起源于西北回乡宁夏的木球比赛中，湖
南队分别拿了一等奖、二等奖。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式摔
跤项目裁判长、天津城建大学体育部主任王
建华说，单从运动项目起源上，越来越难判断
获奖情况，说明各民族文化认同越来越强，反
映出民族体育文化大融合的趋势。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
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
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列入竞技项
目的民族健身操规定动作融合了维吾尔族舞
蹈的头部运动、景颇族的甩银袍、藏族的手臂
运动、蒙古族的硬肩、土家族的拍打动作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元素，传承与丰富了
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

“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多个民族所
共有，成为维系民族感情、增进民族认同的载
体和符号。”方征说。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
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
话——— 爱我中华”。长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56 个民族加强交往交流交融，
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
多元一体格局。四年一度的全国少数民族运
动会，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
增强了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参与记者：江红、卢羡婷、何晨阳、孙哲、
牛少杰、张浩然)

汇聚民族团结进步磅礴力量
新中国“最年长”运动会的文化融合密码

上左：宁夏队选手斯琴格日勒（左）与安徽队选手阿如很巴特尔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搏克男子团体循环赛赛 B 组比赛
中（ 2019 年 9 月 14 日摄）。新华社记者赵戈摄 上右：广西队球员韩忠长（右）与广东队球员万嘉隆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珍珠球男子 C 组循环赛中拼抢（ 2019 年 9 月 10 日摄）。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中图：会徽方队和会旗方队步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会场（2019 年 9 月 8 日摄）。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下左：新疆代表队选手阿迪力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上表演达瓦孜（ 2019 年 9 月 13 日摄）。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下右：宁夏队球员马玉河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木球半决
赛中击球（2019 年 9 月 15 日摄）。新华社记者胡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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