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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操炫民族风 这些学校成网红
网友直呼：好看！ 想学！
■阅读提示
■新闻速递

“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原地踏
步走……” 这段广播体操的熟悉旋
律曾是一代人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
忆，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学校逐渐
创新形式，将传统文化、民族舞蹈、
地域文化等元素融入课间操， 在校
园内形成积极健康的体育健身氛
围，近日，贵州不少学校“花样课间
操” 视频在网上走红。 网友直呼：好
看！ 想学！

女子欲跳楼轻生
狱警联手接住

惠水县惠民小学：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能丢
“
小朋友们跳的好，要是我，跳
不到三步就乱套……” “不错，既
锻炼了身体， 又传承了民族民间文
化……” 日前，抖音上一段获赞百
万的视频火了，视频中，惠水县惠民
小学的学生们在课间娴熟地跳着
竹竿舞” 。 热评里，网友们纷纷为
“
该校学生点赞。
据了解， 惠民小学是一所大型
易地扶贫搬迁学校，6 个年级，21 个
班，1128 名同学。 为了丰富在校学
生的课余生活， 学校改革创新——
—
“以学促搬” ，将“竹竿舞” 融入课
间操，既丰富了课间操的形式，也传
承了民族民间文化。
“孩子们虽然搬过来了， 但语
言、 文化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
断、不能丢！ ” 惠民小学校长徐中华
介绍， 惠水县隶属于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布依族、苗族居多，因此，
学校开设了布依族、苗族文化社团，
在社团里， 学生们不仅能学到该民
族的特色舞蹈，还能学习语言、服饰
等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传承。
1+2+1”
在黔南州教育局提出“
项目（一项课改项目、两项体育特
色项目和一项艺术特色项目， 再结
合教育部 “每天运动一小时” ）的
号召下，惠民小学每天 9 点半到 10
点 10 分的大课间操时间，活动项目
变得十分丰富。跑步热身、国学经典
学习、武术操、“
竹竿舞” 、大型舞蹈
“好花红” 轮番上演，寓教于乐，让
孩子们在玩中学，在学中玩。

江口县江口中学：

土家“金钱杆”
校园体育必修课
无独有偶，10 月下旬， 铜仁梵
净山下的江口中学也因特色课间操

大课间操时间孩子们开心合影

3000余名学生齐跳“
金钱杆”
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 如今，该校依
然在积极进行尝试和探索， 不断丰
富活动形式，积极加强学生德育、体
育、美育教育。

丹寨县扬武镇中学：

非遗进校园
“锦鸡” 舞起来

课间操“
锦鸡舞”

孩子们跳竹竿舞
“金钱杆” 蹿红网络，校运会上，学
校 3000 余名学生共跳 “
金钱杆” ，
场面十分壮观。
据了解，“金钱杆” 又名霸王
鞭、打花棍，在民间被叫做“莲花
闹” ， 是土家族的一种特色民族舞
蹈表现形式， 在江口县多个乡镇均
有流传。
江口中学德育校长宋殿云介绍
道：“
‘金钱杆’ 在江口具有广泛而
深厚的群众基础，但近年来，很多成
年劳动力外出务工， 多数青少年只
有在过年过节才能看见老人们展现
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自己学习和
了解的并不多， 土家民族文化传承
的前景令人担忧。 ”

校运会上“
金钱杆”
2013 年开始，江口中学的艺术
老师和体育老师在学校领导的带领
下， 开始思考将土家族传统文化
“
金钱杆” 带入校园，积极投身于推
进民族文化传承工作，将土家“金
钱杆” 的多种常规动作改进为广播
体操的形式，在校园进行推广。
“通过这样的形式，让‘金钱
杆’ 融入校园文化，融入孩子们的
课余生活， 让他们亲身感受土家文
化的独特魅力。 ” 宋殿云说，2015
年，学校正式将土家“
金钱杆” 规划
为江口中学的校本课程， 列入体育
运动必修项目。
2018 年，江口中学被国家教育
部认证为该年度“全国中小学优秀

“随着音乐声响起，‘小演员
们’ 排成列队，迈着‘锦鸡舞’ 的特
色步伐入场，旋转、跳跃……” 10 月
29 日，丹寨县扬武镇中学举办“民
族文化进校园” 活动，盛装打扮的
学生们参加了校园课间操 “锦鸡
舞” 比赛，视频在网络传播，该校以
特色课间操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
早在 2007 年，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丹寨县就大力开展“非遗进
校园” 活动，把国家级非遗舞蹈苗
族“锦鸡舞” 的基本动作编排成简
单易学的校园广播体操， 在全县各
中小学校推广。
据了解，“
锦鸡舞” 发源于丹寨
县排调镇境内，是苗族文化的结晶，
因此，对于当地人来说，传承和发扬
“
锦鸡舞” 具有重要意义，课间操与
“
锦鸡舞” 结合，不仅能使优秀的民
族文化遗产在年轻一代中得到传承
和弘扬， 还能培养学生们的使命感
和民族自豪感。
这些视频勾起了很多网友的回
忆。 网友 “
三里清风三里路” 说：
“我们是第一届跳‘锦鸡舞’ 的学
生，从 2007 年到 2020 年，不知不觉
度过了 13 年， 也从扬中毕业了 10
年……”
如今，除了这几所学校，还有很
多学校都在进行融合创新， 探索提
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方式， 但广大网
友认为，不管是民族舞课间操，还是
我们耳熟能详的 “中学生广播体
操”“时代在召唤”“舞动青春” ，
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值得被
人们传承、发展和铭记。
贵阳日报融媒体实习记者 吴宇

本报讯 “
老吴，伤怎么样了？ ”
11 月 16 日，贵州安顺监狱的三名民
警互相问候， 其中两人身上都不同
程度受伤。 好奇的同事们发现，原来
他们背后有一个温暖的故事——
—联
手接住跳楼女子而受伤。
“别跳啊, 姑娘， 快来人啊
……” 11 月 14 日凌晨， 安顺体育
路，一名女子跪坐在二楼平台处，嘴
里一直念叨“别管我别管我…” ，随
时有滑落的可能……
正好就在附近， 安顺监狱民警
吴定荣、周扬客、吴蛟腾立即循声而
去。 根据现场情况，周扬客悄悄爬上
二楼平台，试图乘机拉回女子；吴定
荣、吴蛟腾二人则跑至平台下，手拉
着手，以防女子滑落。
就在这时， 女子突然从平台上
滑落。 千钧一发之际，吴定荣与吴蛟
腾纵身冲向女子坠落的方向， 环着
双手，将女子稳稳接住。
很快， 辖区民警、120 急救人员
以及女子家属陆续抵达现场。
离开时，三人才发现，在救人过
程中， 吴定荣与吴蛟腾均不同程度
受伤。 现场热心群众将这一幕拍摄
下来，大伙才知道三人的故事。
（成虹飞 实习记者 李艳群）

贵阳北开往遵义的 D8586
次动车上

旅客突发病症
众人携手相助
本报讯 11 月 20 日晚，贵阳北
开往遵义的 D8586 次动车上，一名
旅客突发病症， 列车乘务组和热心
旅客迅速展开救助， 将其顺利送往
医院救治。
当晚 19 时 45 分，D8586 次列
车刚离开息烽站 5 分钟，6 号车厢
6A 座位一名女性乘客突然下身出
血并伴有疼痛，感到十分难受，她连
忙呼叫列车员。
列车长立即安排列车广播寻找
医生，通知遵义站作好救人准备，三
名热心女乘客闻讯赶来帮忙。
20 点零 7 分， 列车抵达遵义
站。等候在站台上的车站工作人员、
乘务员和热心旅客一道将患者送上
救护车。
经医院救治， 患者出血症状已
得到控制，病情明显好转。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曾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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