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体育教育 青春汗水润泽未来路
今年1月，中国大学生3X3篮球联赛

总决赛在首都体育学院举行，重庆文理学
院代表重庆高校参加总决赛并获得第六
名，创造了重庆高校参加中国大学生篮球
比赛的历史最好成绩。

事实上这并不是重庆文理学院篮球
队第一次进入全国前列。

曾两次杀入CUBA全国24强赛，重
庆文理学院越战越勇，特别是在2016全
国24强赛，创下重庆高校参加CUBA的
历史佳绩。

篮球渐成特色的同时，老牌体育项
目如田径也保持了一贯的水准，而健美
操、跆拳道更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值
得一提的是重庆文理学院更率先在全国
高校中将职业拳击运动引进校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而我市也正在落实体育

“1+5”行动计划，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
展。对于重庆文理学院而言，高校必然要
挑起建设体育强国的重担，培养体育人
才，健康学生体魄，更要让体育精神丰盈
学子的人生，让青春的汗水润泽未来
的路。

体育精神振奋高等教育
内涵发展的力量

没有什么比激动人心的忘我拼搏更
能体现体育精神。

每一次的赛场上，无论是哪种规格
的比赛，重庆文理学院体育学院的健儿们
总能全力以赴的拼搏；每一天的训练中，
他们总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挑战自我，
即使背负伤痛也不忘初心；每一天的学习
中，他们并没有因为是体育生而遗忘学习
的重要，品格的锤炼和学识的积淀同样重
要……

就是这些动人的姿态，构成了闪光
的体育精神。

在该校体育学院负责人看来，体育
运动并不是单纯的体力活动，它与大学生
的精神追求、健康人格的塑造、多元化发
展是息息相关的。

创办近四十年来，传承吃苦耐劳的
精神，至今体育学院也坚持出早操，放眼
全国体育院校也不多见。积淀的悠久历
史化作春风细雨，体育学院把“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的院训融入了时时刻刻
的育人过程之中。

体育精神浸润下，体育文化的熏陶
下，体育学院内涵发展成效显著：

目前该学院已建成市级精品视频公
开课1门，市级精品课程1门、市级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1项、市级本科“专
业综合改革试点”1项、市级教学团队1

个，成为国家体育特种行业职业资格鉴定
基地、中小学体育教师“国培、市培”基地、
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训练基地、
学校高水平运动队（篮球）训练基地、全国
啦啦操教学训练实验基地。

学院教师还承担国家社科基金6项、
省部级项目近20余项，获重庆市教学成
果奖等荣誉。

创新人才培养让大学生
实现多元化成长

最近几年，体育学院多名毕业生在
重庆教委组织的中小体育教师优质课竞
赛中获一、二等奖；毕业生考研率连续数
年保持在10%以上，不少学生考上北京
体育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等名校攻读硕士学位。
在就业方面，体育学院的学生也非

常“抢手”深受用人单位喜爱。
目前，体育学院已培养了七千余名

毕业生，多数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人才培养是高校最根本的使命和责

任，多年来，体育学院立足立德树人，结合
特色专业打造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
力大学生实现了多元化成长。

据了解，体育学院是我市高校中较
早创办的体育专业院系，现开设有体育教
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运动康复3个
本科专业。其中体育教育专业已成为“重
庆市特色专业”，主要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具备体育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
具有学校体育教学、运动训练、健康教育
等能力，能胜任体育教学、竞赛组织和群
体健身活动指导等工作的中小学体育
教师。

运动康复专业致力于培养能在社区
医院、运动队、养老机构、健身养生企业等
从事运动康复和运动防护工作的高素质
应用型专门人才，而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则培养能在社会体育活动中从事健
身咨询、技术指导、组织竞赛、管理等方面
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人才培养需要创新。体育学院还形
成了“教、训、赛、创”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
格局，解决了“重竞赛、轻赛事组织；重全
面、轻专长；重课堂、轻实践；重知识、轻创
先创新创业”的问题。

与此同时，该学院还积极与地方、企
业合作，不仅创办了“健行未来体育名师”
卓越班、凯健班等，还与凯健、天柏、江北
机场、护力特等单位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在课程植入、实习实训、创业就业进一步
激活了人才培养动能。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重庆文理学院提供

学校参加2017重庆市大学生篮球锦标赛夺冠

篮球:创重庆高校参加
CUBA历史最好成绩

2013-2015，文理学院连续3年获得重庆市
大学生锦标赛超级组冠军，并两次杀入CUBA
全国24强赛。特别是在2016年西南赛区分区
赛中，获得第三名，在 2016CUBA 全国 24 强赛
中，创下重庆高校参加 CUBA 的历史佳绩，是
总决赛队伍中唯一以“学院”冠名的队伍。

2017 年第四次夺得重庆市高校篮球比赛
超级组男子冠军、首次获中国大学生3×3篮球
联赛重庆城市冠军赛冠军，2018年参加中国大
学生3×3篮球联赛总决赛获第六名。

田径：男子“九连冠”、女子团
体总分“四连冠”

自组建田径队以来，文理学院在重庆市比
赛中创造了男子“九连冠”、女子团体总分“四连
冠”的佳绩。2011 年，该校第一次参加全国大
学生田径锦标赛，在全国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
田径锦标赛中获得 4 枚金牌、1 枚银牌、2 枚铜
牌，并取得乙组团体第二名的佳绩。

2014年，在第六届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大学
生田径运动会中，获得2枚金牌3枚银牌1枚铜
牌，并获得丙组女子团体第三名男女团体第六
名。2015 年在“加多宝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
生田径锦标赛中，获得2枚金牌、1枚铜牌。

健美操：多次参加全国比赛
斩获多个重磅奖项

文理学院的健美操代表队多次参加全国
比赛，不仅在2009年全国“浩沙杯”万人大众健
身操比赛中获两项第一名，在2014年全国全民
健身操舞大赛总决赛获得三项特等奖，更在
2016 年全国大学生体育舞蹈比赛中获得三项
第一名。

跆拳道：全国大学生跆拳道
锦标赛中荣获金牌

最近几年来，文理学院的跆拳道队在重庆
市高校比赛中获得了金牌 20 余枚，在 2015、
2016 年两届重庆市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中蝉
联了甲组、丙组品势团体总分双第一，连续四届
参加全国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2017年首次摘
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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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很多大学生而言，体育课让他
们多少有些倦怠，积极性并不高。

但在重庆文理学院，传统体育课变
身为“俱乐部”之后，让不少学生找到运

动激情，既锻炼了身体又发展起了兴
趣，上课的主动性提高不少。

据了解，体育课被分为了篮球、足
球、跆拳道、乒乓球等不同的“俱乐部”，

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想参加的“俱
乐部”，实行走班上课。

体育学院负责人介绍，体育学院在
学校“俱乐部”改革中起到的是总体策

划、具体执行的作用，比如改变传统的
体育教学模式，推行1234考试改革（即
10%理论、20%教师自主考核、30%身体
素质、40%教学专选技能及比赛效果）。

走！到“俱乐部”上体育课

重庆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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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大乐透1.06亿中奖得主“阳光”领奖
4月19日下午，我市体彩大乐透1.06亿巨奖得主现身市体彩中心，在市公证处

公证人员、渝中区人大代表、媒体记者、彩民代表的共同见证下，分别领走了9654
万元、965万元大奖奖金。整个颁奖现场体现了领奖过程的透明化，提升了体彩的
公信力。

为了准备1.06亿元大奖得主前来兑奖，市体彩中心在开奖后积极准备，按照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开辟“兑奖绿色通道”，并与相关工作人员签订保密协
议。在4月19日大奖得主兑奖当天，重庆体彩为1.06亿元大奖得主提供一站式服
务，向社会公开领奖过程。在20余家媒体的见证下，两位大奖得主分别装扮成“财神
爷”与“米老鼠”进行领奖，整个兑奖过程充分展现了“公开、透明”的阳光体彩形象。

链接》》

“36元换回 1.06 亿。”
“2018重庆彩市最大奖。”
“财神爷”……这两天，1.06
亿大奖成为市民热议的话
题。今天，就让我们来说说
1.06亿大奖的那些事儿。

▶ 最大

渝北和忠县彩民喜中体
彩大乐透1.06亿元巨奖，其
中忠县彩民以30元赢得了
9654万元奖金，一举刷新
了2018年重庆彩市最大奖
纪录。这个巨奖是仅次于
2011 年江北体彩大乐透
1.77亿元巨奖的重庆彩市
第二巨奖。

▶ 最逗

财神爷、米老鼠，这些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卡通
人物。在1.06亿元大奖颁奖现场，两
位大奖得主分别衣着“财神爷”“米老
鼠”的衣服领奖，可谓“中西合璧，笑
果十足”。

▶ 最实在

据了解，前来领取9654万元巨奖
的市民，是重庆忠县拔山镇的一位农
村大妈。对于巨奖的安排，她说：“我
老伴有糖尿病、高血压。有了钱，我想
把他的糖尿病、高血压医好。”她的这
一番讲话堪称最实在的中奖感言。

▶ 最专情

渝北965万元奖金得主表示，自
己从大乐透一上市就开始购买，几乎
期期不落下，一期只要几块钱，中奖
梦想一直在，可以说是最专情的大奖
获得者。在他看来，是坚持让他赢回
了体彩大奖，他也会在中奖之后坚持
买下去。

图文由重庆体彩提供

◆ 1.77亿

中奖地点：重庆市江北区02818体彩网点
中奖时间：2011年6月27日
中奖方式：该彩民中奖彩票有两张，其中一张为

“7+2”复式投注，仅一等奖奖金就高达842万元；另一
张采用了20倍倍投，收获奖金1.68亿元。

◆ 9654万

中奖地点：重庆市忠县40604体彩网点
中奖时间：2018年4月14日
中奖方式：单式追加投注，共投入30元，收获10

注追加头奖。

◆ 8234万

中奖地点：重庆市长寿区31010体彩网点
中奖时间：2008年4月23日

中奖方式：中奖彩民凭借一张“7+2”10倍投注
的追加投注彩票，以630元的投入击中了8234万元
巨奖。

◆ 4478万

中奖地点：重庆市渝北区08264、12605、08112、
08665体彩网点

中奖时间：2017年2月22日
中奖方式：中奖彩民拿下了当期4注大乐透头

奖，总金额4478万元。

◆ 4000万

中奖地点：重庆市黔江区50029体彩销售网点
中奖时间：2012年12月26日
中奖方式：该彩民凭借追加倍投的投注方式，以

75元购买了5注大乐透，并进行了 5倍倍投，一举拿
下4000万元大奖。

纵深》》

盘点重庆彩民收获的体彩大乐透巨奖

第一步：验票
市体彩中心工作人员查验中奖者的中

奖彩票，并上传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确
认彩票中奖信息真实有效。

第二步：系统兑付资金划拨
彩票在确认无误后，进入兑付阶段，

市体彩中心工作人员完成中奖者个人所
得税代扣并开具兑奖支票。

第三步：上缴个税
渝中区税务工作人员审核代扣税凭

证并核算应扣税额。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中奖所得属于偶然所得，应缴纳个人
所得税，税率为20%。据此，本次体彩大
乐透9654万元与965万元大奖得主应缴
税额为1930万余元和193万余元。

第四步：核验兑奖支票
银行工作人员按照银行办理支票结

算相关规定，核验兑奖支票，确认中奖支
票要素齐全，真实有效，将按规定向中奖

者兑付奖金。

第五步：大奖得主领奖
市体育局与市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

为1.06亿元大奖得主颁发大奖奖牌。

第六步：市公证处公证
市公证处对颁奖活动进行全程公

证，公证员现场宣读公证词。

第七步：人大代表全程监督
全程参与监督的渝中区人大代表表

示：“重庆体彩对于大奖颁奖的各个环节
如此透明与严谨，对中奖彩民信息保护
措施如此完善与可信赖，这一切让我有
理由相信，体育彩票完全能够实现其构
建‘负责任、可信赖、可持续发展’的国家
公益彩票目标”。

第八步：媒体采访
两位大奖得主分别接受全市20余家

媒体采访。

1.06亿元大奖得主领取大奖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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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49654万大奖得主接受媒体采访万大奖得主接受媒体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