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
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
是学校彰显办学特色的重要体
现。对职业教育而言，要培养高
素质的技术技能“工匠”人才，更
应注重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

如何将文化内涵深植进职业
教育的血液，引导更多学生树立
正确的信仰，塑造良好的人格？
在酉阳职教中心校长秦忠信看
来，扎根本土，将极具地方特色的
酉阳民族文化资源与校园文化建
设结合，是学校长期坚持文化育
人的不二法则。

作为中国土家文化发祥地之
一的酉阳，一直以来都享有“中国
土家摆手舞之乡”的美誉，酉阳土
家摆手舞不仅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是深入到千

家万户，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特
色民族文化。

“传统的摆手舞因队形特殊，
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占场地。”秦忠
信介绍，为了将这种文化形式更
好地推广到学校，酉阳职教中心
组建校内外专家团队耗时两年精
心策划，将原来的酉阳土家摆手
舞创编为更具社会普及性的民族
韵律操，并将其作为学校示范校
建设的特色项目之一，在全校师
生中组织开展学习应用。

基于此，学校成立了体卫艺
处牵头负责，体育、音乐、舞蹈等
专业教师为主要成员的特色项目
建设工作小组，聘请地方民族文
化专家和民间艺人担任专家，成
立项目专家指导委员会，制定学
校民族文化建设总体规划，完善
相关管理制度。

为了更有效地普及土家民族
文化，学校选派8名教师学习传承
酉阳土家摆手舞，并被认定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组织开展
酉阳土家摆手操骨干教师培训2
批次，培养聘任骨干教师8名，培
训选拔 200 名学生聘为“小老
师”，在全校各班级开展摆手操教
学工作，让民族文化在师生间薪
火相传。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前期还
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先后组织12
批次98人次，深入县内酉水河流
域、小河镇桃坡及县外10余个土
家族聚居区开展调研，收集整理
土家族民族元素，撰写调研报告
12份，开展民族文化研讨 20余
场，搜集整理土家族传统服饰6
套，劳动工具、生活用品及饰品73
套，土家族服饰图片及符号500
余幅、民歌100余首，为土家传统
民族文化落户校园挖掘了丰富的
资源，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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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职教中心精心传承“酉阳土家摆手舞”文化遗产

韵律优美的土家摆手操、别具风情
的瑶族群舞、热情欢快的黎族舞蹈……
在今年酉阳职业教育中心举办的第五
届职教周上，民族文化传承俨然成为了
贯穿活动始终的重要内容。活动现场，
全校师生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带来
的民族特色精彩演出，将现场气氛一次
次推上高潮，引得观众掌声雷动。

酉阳，素来因瑰丽的民族民间优秀
文化而闻名远近，同时，丰富的文化资
源也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
壤。近年来，酉阳职教中心正是在秉承

“工于行、精于技、立于世”办学理念的
基础上，以民族文化为根基，以土家摆
手舞为突破口，打造特色校园文化，逐
步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教学
有机融合的创新典范。

踏入酉阳职教中心，校园内
安静优美的环境，别具匠心的设
计，处处都弥漫着浓厚的文化育
人氛围。尤其是位于学校大门
左侧的浮雕壁画墙，其70米长、
3米高的“外在颜值”格外惹人注
目，走近细看，更是被上面刻画
的包罗万象的内容所深深震撼：
酉阳民族历史、民族文化艺术、
职业教育沿革……一幅涵盖酉
阳厚重文化积淀的画卷就此展
开，娓娓道来一个个动人的时代
故事。

像这样富含民族文化气息
的景观只是偌大校园的小小一
角。长期以来，学校坚持自然环
境与人文环境相融相生，致力于
将民族文化之“魂”深植到校园
的每个角落，让教育在潜移默化
中悄然发生。

“为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提档
升级，我们特别聘请中国国画协
会、酉阳楹联协会、酉阳书法协
会等相关行业专家设计创作壁
画内容，并组织人员搜集整理土
家传统民族元素，丰富综合展厅
内容。”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学校不仅新建成以
酉阳土家族文化为主题的大型
文化浮雕墙，还建成展示土家族
人文风貌的综合展厅，同时打造
了展示学校历史、师生风采的荣
誉展示，以“劳工神圣”为主的景
观石群和主题公园，并围绕“工
行精技”的核心理念，开展楼宇
文化建设，让民族精神与工匠精
神有机融合。

软硬并举，内外兼修。依托

环境文化的打造，酉阳职教中心
不仅有效提升了校内文化育人
功效，也立足于本土地域、民族
优势，对周边区县职教发展产生
了良好的借鉴和示范意义。

事实上，学校以民族特色为
载体打造校园文化产生的辐射
效应远不止此。

近年来，学校与酉州风情文
化演艺公司、酉阳旅投集团公司
2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与
桃花源街道小坝小学、板溪镇中
心校合作共建2个民族文化推广
基地，同时通过组织师生参加酉
阳“职业教育活动周”、“军民共
建”晚会、招生工作会、桃花源推
介等方面的大型活动、文艺汇
演，参与接待外来职业教育考察
团展示演出等活动，充分彰显了
项目建设的丰硕成果，也对保护
传承民族文化、推进示范学校创
建等都起到显著的示范引领和
辐射带动作用。

“调查显示，政府、社会、企
业及家长对学校的认可度、满意
度、美誉度也进一步得到提升。”
秦忠信表示，将民族非遗文化传
承和校园文化建设结合，不仅促
进了学校内涵发展、特色发展，
提升了对外形象，同时也助推了
当地旅游产业发展，为实施脱贫
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战略贡献
了应有力量，真正发挥了职业教
育服务社会，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的重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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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文化氛围
让项目建设更具示范效应

插秧、播种、纺线、推磨、庆丰
收……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这些
原本存在于传统摆手舞中的农业
劳动场景，经过精心改良，与创新
后的土家摆手操有机融合，被学
生们以饱满的热情、优美的体态
再度演绎，呈现出的舞姿洒脱、雄
浑，充分展示着土家文化的魅力，
让现场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80多个班级、4000余名师生
共同起舞，这样震撼人心的一幕
正是发生在酉阳职教中心举办的

“土家摆手操大赛”中。据了解，
自从在全校推广土家摆手操以
来，为集中展现师生良好的精神
风貌，学校每年都会举行大型土
家摆手操比赛，让民族文化以人
人参与的形式真正做到入脑入
心，见行见效。

事实上，在酉阳职教中心，这
样的展示活动只是学校多渠道推
广“酉阳土家摆手操”这一民族文
化资源的一个缩影。

“酉阳土家摆手操进入学校
课程体系，有利于强健学生体魄、
优美学生仪态、纯正学生品性，是
对学校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课程体系的重要补充。”据学校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更好地在校园
内普及酉阳土家摆手操，学校坚
持一般普及与精品打造相结合、

课外活动与课内选修相结合、校
内推广与校外展示相结合的路
径，将其纳入各专业选修课程和
学校大课间活动必作项目。

积极开展大课间跳操、一年
一次大型比赛、新生入学训练展
示、专业表演团队展示……学校
通过积极开展“一做一比四展示”
活动，多形式、多维度普及推广酉
阳土家摆手操，在校园内营造起
人人会跳、人人爱跳的浓厚文化
氛围，让酉阳土家摆手操真正成
为广受师生欢迎的文化活动。

“以前的摆手舞学起来难度
更大，专业性更强，改编后的摆手
操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民族特色，
也让我们学得更轻松，在跳操的
过程中身心都能得到全面的锻
炼。”2016级的毕业生李树芳原是
学校里的一名“小老师”，回忆起
曾经与同学们快乐练操的时光，
她直言收获颇丰。

正如李树芳所感叹的那样，
学校创编的酉阳土家摆手操不仅
从根本上做到传承与保护土家文
化，还通过对动作进行艺术化的
提炼与升华，在继承原生性的基
础上实现了科学的创新与发展。

一方面，学校创新内容编排，
充分吸收土家摆手舞、土家摆手
韵律操的精华，结合广播体操自
身特点，创新动作结构和内容，并
融合凸显酉阳土家族音乐风格，
从速度、情绪、节拍等方面进行具
体的对照创作，使之既具传统性、

民族性，又具现代性、创新性。
另一方面，学校创新呈现形

式，将酉阳土家摆手操分为普及
版和表演版两种形式，普及版采
用广播体操的结构框架，动作简
单易学，便于普及推广，既有操的
形态，又有舞的美感；表演版保留
了舞蹈原有的风格特点，增添了
原地旋转和头部动作，主要用于
重要场合的表演，观赏性更高、震
撼力更强。

正是巧妙平衡好民族文化的
传承与创新之处，让酉阳职教中
心有效发挥了民族文化育人功
能，促进了学校内涵提升，走出了
一条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特色发展
之路。

在传承中创新 土家摆手操风靡校园

摆手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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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 2019 年首
届“赛康杯”全国院校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蹴球比
赛上传来好消息，酉阳职
教中心蹴球队凭借球场
上出色的发挥，成功从
17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最终取得该项赛事团
体 总 分 第 二 名 的 好 成
绩。今年9月，该队还将
继续代表重庆参加全国
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与
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代
表队展开激烈的角逐。

据了解，这并非酉阳
职教中心第一次在全国
蹴球赛事中摘得荣誉。
早在 2015 年，学校蹴球
队就代表重庆市参加全
国第十届少数民族运动
会，取得金奖1个、银奖2
个、铜奖 1 个的不俗“战
绩”。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
国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
载体，我们推进民族文化
育人，开展民族传统体育
进校园也是其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学校蹴球队
教练凡统祥介绍，自2014
年成立校蹴球队以来，学
校就狠抓蹴球项目传承，
在校内建设蹴球训练基
地，着力从蹴球队伍、训
练场馆、日常备战、经费
保障等方面狠下功夫。

“学校还非常重视我们教师的培
养，不仅从湖北引进专业教练对我们
进行一对一培训，还多次组织我们

‘走出去’学习交流蹴球知识。”凡统
祥说。

与凡老师有着相同感受的还有
舞蹈专业的教师江汶漪。2017年，由
她与校舞蹈老师参与排演的原创民
族舞蹈《栽秧情》应邀赴京参加第十
三届“桃李杯·搜星中国·中国童星全
国青少年艺术风采展演活动”荣获金
奖，并参加当年搜星中国·中央电视
台少儿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录制，现场
以热情欢快的土家民族舞蹈为观众
带来一场美的视觉享受。

江老师回忆，该舞蹈是由学校与
西北民族大学专家、县舞蹈家协会历
时一年深入采风创作并精心打磨的
土家原创舞蹈，充分展现出酉阳浓郁
的土家风情，是学校民族文化育人结
出的丰硕果实。

近几年，随着民族文化深入到校
园环境文化、教育教学、师资培养等
方方面面，酉阳职教中心不仅被评为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传承实验学校”，
学校艺体教育更是再上台阶，一次次
取得新的突破，助推学校民族文化特
色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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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文旅产业舞台 办出职教专业特色

学校舞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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