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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在功劳簿上的“金字招牌”

于爱凤，中国女子篮球队队
员，1978年亚运会、1980年亚锦赛
亚军成员。

丛玉珍，中国铅球运动员，
1986年亚运会亚军，1987年亚锦赛
冠军，1988年汉城奥运会第9名。

毕彩娟，中国女子举重队队
员，1991年亚洲女子举重锦标赛冠
军并打破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
三项亚洲纪录。

……
成立于1958年的文登区竞技

体育运动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
优秀的专业体育人才，在国际、国
内大赛上摘金夺银早已是家常便
饭，为国争光的功劳簿上总是不
乏文登体校儿女的身影。

文登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以
下简称文登体校)的前身是文登县
业余体校，在计划经济时代，文登
体校曾经是众多家长眼中的香饽
饽，尤其是那些农村家庭改变命
运的跳板。只要进了体校，不管最
后成绩如何，起码解决了孩子的
户口问题，能让孩子捧上国家的
饭碗，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
活。

那时候，文登体校，就是一块
招生的金字招牌，能把孩子送到
这里来，就意味着孩子有了将来，
有了保障。招生，对于文登体校来
说绝对就是囊中取物，还得挑挑
拣拣。

那时候，文登体校是全文登
最出名的学校。但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
化，体校原来的办学模式和教育
模式日渐式微，因为过度重视体
育成绩忽略文化学习导致教学质
量不高，毕业出口不畅，致使越来
越多的人对体校毕业生产生了质
疑。

穷则思变。招生遇到瓶颈，就
必须找到突破瓶颈的突破口，软
硬件都要变，一定要擦亮这块金
字招牌。

1996年1月，文登县业余体校
更名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增挂
了体育中学牌子，纳入了九年制
义务教育序列，享受市级重点中
学待遇。2009年又迁入了城市新
区的体育公园内，面积变大了，设
备完善了，设施先进了。也开设了
12个教学班，13个训练项目，18个
运动队。

学校更名了，硬件和软件提
升了，被重点培养和关照了，但和

那些传统的文化学校相比，体校
招生依旧波澜不惊，没什么亮点
也没有太大起色。

有功劳簿，有金字招牌，有惹
眼的软硬件设施，但是没有生源，
何谈发展？这样一手好牌，如何才
能打赢？这是摆在体校新任领导
班子上任后的一道无法修改的单
选题。

“转变教学模式，提升办学水
平，尽揽文体英才。”痛定思痛，他
们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内外兼修重塑“金字招牌”

“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
读书声。”这是文登学文化的历史
传承，也是众多文登学子孜孜不
倦的真实写照。位于文登区东南
端的文登区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为什么就不能“孔雀东南飞”？让
更多的学子到体校来就读，来锻
炼？

我们有功劳簿，有金字招牌，
可是我们不能枕在功劳簿上睡大
觉，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新一届领导
班子的带领下，他们开始苦炼内
功，积淀底蕴，重塑金身。

姜东升，这位1984年就来到
体校工作，把自己一生都献给文
登体育竞技事业，视学校为生命
的体育人，在担任校长后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狠抓内部挖潜，坚持
文体双修。

在一次学校内部会议上，各
部门负责人纷纷抱怨现在社会对
体校有偏见，有的家庭因为孩子
学习差没办法才送到体校锻炼锻
炼。还有人说，招生太难了，一听
说是体校的，干脆就来个周仓摆
手——— 关二爷不见。工作很难做。

姜东升说，之所以社会对体
校有偏见，家长不认可，学生不愿
来，关键问题还是我们体校自身
不够优秀，不够强大。怎么办？唯
有苦炼内功，不断提升自身能力。
都说招生难，难在哪里？还是我们
的办学思路有问题，怎么解决？开
展读训并重，文体双修，突破瓶颈
才能有更广阔的办学远景。

找到了问题症结，认准了解
决思路，总结了经验教训。姜校长
在教学方式和模式上做了重大调
整与改变，将思想道德教育摆在
了所有工作之首。他常说，练武之
人首先要有“德”，修文之人首先
要学“德”，这是数千年的文化积
淀总结出来的，也是文登体校的

立校之本。
抓红色教育、传统教育、法制

教育和信用教育；
严规范管理、行为养成、尊师

重道和纪律意识；
承家校沟通、家校共育、文体

共育和信息共享。
一系列的举措齐头开展，一

系列的改革多头并进，体校学生
的文化课和德育课的教学短板得
到了改变，在校学生的高中会考
及升级赛前的文化课测试通过率
达到了100%，同时竞技体育项目
的成绩也得到了飞速提升，近两
年有23人获得全运会前3名的好成
绩，省运会和市运会更是摘金夺
银拿到手软，金牌总数位列威海
各区市榜首。

成绩的取得让体校的招生有
了质的飞跃，进而量的提升接踵
而至，但姜校长还是不满意，现在
的招生情况距离他的预期还有很
大的差距，社会上对体校执偏见
的还大有人在。

“再次调整改革，用新模式和
新举措促进学校的发展，打消家
长的顾虑，让每一个体校学生都
能快乐学习，开心生活。”自此，文
登体校的“五级网络”应运而生。

首创“五级网络”竖起新招牌

曾经，体育局和教育局是两
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体校虽然也
是学校，但隶属体育局编制，无论
是师资力量和招生工作都无法和
教育系统相提并论。正因为体校
和学校不属于同一体制，如果双
方联合办学，在手续办理，关系调
动，协调配合等等方面会有很多
的障碍和不必要的麻烦。这让姜
东升颇为头疼。

2019年，政府机构改革让姜
东升看到了希望，教育局和体育
局的合并无异于给文登体校打了
一针强心剂，那个酝酿了很久的
想法终于有了可以实现的机会。
经过反复推演和筹划，他认为“五
级网络学训模式”有理论依据，又
具备实践的条件和基础，完全可
以大胆尝试。

这个大胆创新的想法让学校
领导班子集体产生了分歧，毕竟
这是个新事物，新思路，以前从没
听说也从没见过。能不能行？运作
后效果如何？谁心里都没底。就连
姜东升本人也不能预测结果。但
是他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响
在每个人的耳边。

“各位同事，我们现在面临着
什么情况大家都清楚，再不改变
我们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假如体
校在我们这一代手里出了问题，
我们如何面对当年开创体校的前
辈？就像是改革开放一样，刚开始
谁能想到后来的局面？实践证明
了改革开放这步棋走对了。我们
提出的五级网络建设是从没有过
的新理念和新思路，是改变我们

目前相对尴尬的局面，转变社会
对我们的看法的唯一途径。”

不得不说，这位将自己一生
都奉献给文登体育事业的校长说
出的话有理有据，开创的新学训
模式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体校
领导班子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
见。大家纷纷献计献策，不断的完
善五级网络各项内容与体教一体
化的结合。

最终由个人酝酿，集体决策
的文登区竞技体育学校五级训练
网络正式出台了。

1、以幼儿园、小学、体育俱乐
部训练基地为主体，构建一级训
练网

2、以初中特色运动队为主
体，构建二级训练网

3、以初中体育实验班为主
体，构建三级训练网

4、以高中体育班为主体，构
建四级训练网络

5、以“市队县办”为主体，构
建五级训练网络

五级训练网络着力打造县域
体育人才培养新模式，变传统的

“三集中”纯体校模式为全区学校
共同参与的“大体校模式”。新模
式坚持竞技体育和学校体育的一
体规划、一体布局、一体推进，整
合了资源，形成了体校与学校的
优势互补，范围涵盖了各个学段，
各个年龄段，让那些体育特长生，
有发展潜力的好苗子不仅进体校
能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得到正
规的训练，在普通学校也能接受
高水平体育专项训练，让竞技体
育发展的空间变得更大。

“五级网络训练模式”一出
台，立即得到了文登区教体局、威
海市体育局和山东省体育局的高
度重视。文登区教体局领导为此
特地成立了工作专班，深入研究
文登体校提出的“五级训练网
络”，并与各个中小学进行了对
接，搞实验班，设试点队，层层铺
设，环环衔接，为“五级训练网络”
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省体
育总会副主席隋拥军多次来文登
体校调研，并对五级网络建设提
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进一
步完善和充实了这个新的教体一
体化训学模式。山东省体育局决
定将文登体校作为全省县级体校
办学模式改革试点单位，并决定
在文登召开全省体育部门的现场
会，将文登的“五级网络模式”向
全省推广。

走在朝阳照耀下的操场，姜

东升抬眼看着远方，如果体校在

五级网络的带动下，尤其是体校

内部的高考生中多出些名牌重点

大学的学生，那么体校必将会有

更加美好的明天。他的“野心”不

止于此，他要为文登培养出世界
冠军，培养出学霸、状元以及全面
型的人才。这是他最终的梦想也
是他平生最大的夙愿。相信这一
天会很快到来......

“五级网络”？是
“5G网络”吧！文登体校
首创“5G网络”，搞错了
吧？初闻“五级网络”，总
会让人联想到正在改变
世界的最新一代蜂窝移
动通信技术5G网络，而
文登区竞技体育运动学
校首创的“五级网络”学
训模式何尝不是他们卧
薪尝胆、内外兼修，驶入
发展快车道的制胜法
宝。

究竟什么是“五级
网络”？文登体校的教学
训练模式这些年是如何
发展的，又有哪些变化？
学校将来的发展方向又
将指向何方？带着诸多
的疑问，我们走进威海
市文登区竞技体育运动
学校一探究竟。

姜东升—文登区
竞技体育运动学校
校长，首创五级训练
网络。

▲校领导班子集体研讨五级网络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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