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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报记者 史佳鑫
今年的 11月 2日，第二十四届

中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落下帷幕。
我校击剑队最终获得了 4金 3银 1
铜的好成绩，这也是我校击剑队参
加全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以来的
最佳战绩。而此前，击剑队也作为
我校的金牌校队，为我校争得了不
少的荣誉。

上海建桥学院击剑队 2004 年
由时任校长黄清云教授提议组建，
至今已经有 14年。岳志强老师作
为击剑队的教练也陪伴了上海建
桥学院击剑队 14年。期间他还做
了中国大学生击剑队教练，负责全
国大学生击剑锦标赛运动员资格
审查，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击剑分会优秀教练员。

击剑作为一项一对一的体育
项目，跟其他团队合作的体育项目
有所不同，更需要的是教练对不同
选手的特性，进行一对一的针对性
教学。因为选手的性别、力量、速
度和技战术能力优缺点等方面不
同，岳老师便要根据这些来对每一

个击剑队的队员进行其专属的训
练，使其拥有真正的实战能力。

在一对一指导时，岳老师便成
了这些队员的“移动剑靶”，有时一
些新手队友在攻击时把控不好力
度，可能会在与教练的指导对战中
重重的刺中教练，虽然穿着训练
服，也是会感觉到不小的疼痛，这
时，岳教练也要不动声色的与其一
起完成训练，他说：“如果你表现出
疼痛，队员在下一步的判断上就会
犹豫，想自己是不是应该轻一点，
便发挥不好，而在赛场上，这种犹
豫是万万不可的。”为了尽可能的
对每一个队员都进行一对一的指
导，在紧张的备战训练时，他时常
穿着闷热的训练服进行指导。一
堂训练课下来，不论从精力上还是
体力上消费都是很大的。但岳老
师说“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付
出是应该的。我现在觉得是击剑
队成就了我，所以一直怀有感恩之
心，感恩建桥、感恩击剑。”

“我们都说击剑是贵族运动
说、绅士运动，但在现在这个大环

境下，人都是平等的，我教导学击
剑的同学们，大家要做精神上的贵
族，就是说你要在精神上拥有贵族
的优良品格，绅士的那种风范，我
们要做的是铸剑育人。”岳志强老
师认为击剑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
一种提升你自己的技能，是你人生

的增值项。现在很多上海建桥学
院击剑队毕业的队员都已经在各
大俱乐部、培训机构任职，有了跟
击剑相关工作。他希望认真学习
击剑的队员可以让击剑成为自己
以后生活可选择的一条路。真正
达到铸剑育人的目的。

体育部岳志强老师

学击剑 育风范 做精神上的贵族

（图为岳志强老师获得“优秀教练员”留念 岳志强老师提供

习报记者 史佳鑫
上海建桥学院篮球队主教练

钟涛老师，接触篮球二十几年。
在建桥带篮球队也有10年了。他
带领上海建桥学院篮球队在2017
和2018两年连续夺得上海市校园
篮球联盟杯篮球比赛的冠军。
2017年第二十届CUBA中国大学
生男子篮球联赛（上海赛区）的亚
军。第二届上海市校园篮球联盟
联赛的亚军。中国大学生 3X3上
海赛区城市冠军赛的季军等。总
之，近年，篮球队打破了好多好多
记录。也完成了很多不可思议的

创举。
亦师亦友，严肃活泼

说到跟篮球队员的相处方式，
钟涛老师表示亦师亦友这个说法应
该比较贴切。他说：“训练比赛时我
很凶的，但平时和他们关系也很
好。”钟涛老师觉得作为教练，训练
的时候要使劲拼，严上加严，不容忍
意思错误，赛场上才能尽可能避免
错误。

而在真正的赛场上上，钟涛老
师认为作为一名教练，赛场上的鼓
劲是很重要的。在赛场上，输球是
难免的，但这时候团队不能丧，更要

集中精力，教练这时便要积极应对，
调整战术，激励团队。最后，细节决
定成败，球员要注重细节，教练更要
把控好细节。

篮球讲究的是团队
虽然篮球运动非常普及，但一

个优秀的球队，要有优秀的教练领
导团队，有优秀的运动员，每一个队
员有好的配合，优秀的后勤人员（经
理，宣传等等），还有优秀的后备力
量等等。太多太多，才能成就一个
冠军队伍，所以就知道篮球的冠军
有多不易。所以如果一个队成不了
一家人，就不是一个集体，即使有再
优秀的个别球员，也成不了大气。
所以钟涛老师一直和队员说“篮球
队就是大家的家。大家要热爱这个
家，并且守护它。”

执着追求
说起喜欢的篮球队员，钟涛老

师喜欢的是湖人队的科比，马刺队
的邓肯。原因就是两个字“执着”。
钟涛老师说：“我们建桥学子，甚至
说我们现代的大学生，就缺这种执
着。现在的大学生追星（无论任何
明星），他们都不善于去发现这种执
着的精神。”

钟涛老师觉得其实体育有他特
有的育人功能是其他很多科目和课
程所做不到的，像团队精神，竞赛时
不服输，努力了失败的挫败感，在最
接近冠军的时候输了等等，好多。
都可以锻炼当代大学生的精神意志
品质，也就是我们现在高校教育所
提倡的课程思政。能让当代大学生
拥有更好的意志品质。

“建桥未赢够，篮球永不熄”，还
是校篮球队的这句口号，钟涛老师
希望所有校队成员记在心上，这短
短的十个字包含了千言万语，也包
含了几代建桥球员的心声和心路历
程。

体育部钟涛老师

团队成为一家人才有战斗力

钟涛老师与校篮球队合影 钟涛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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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活动集体活动从来积极，一碰到学习就拖延

习报调查：建桥近八成学生有拖延症
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我

国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然而拖
延症也渐渐成为大学生群体的通
病，“我这周一定早睡早起！”“我今
天就把作业写完！”“我看完这集就
去写报告！”这样的话经常能在我们
身边听到。这一类的拖延行为在大
学生中存在广泛，很多人已经习以
为常。这些日常琐事中呈现出来的
拖延现象会带来做事效率低、自控
能力差等诸多隐患，值得大家引起
重视。

所以，就此问题，习报记者对上
海建桥学院部分在校学生进行了有
关拖延症的调查。

拖延症，是指非必要、后果有害
的推迟行为。拖延症，取意"将之前
的事情放置明天"，总是表现在各种
小事上，但日积月累，特别影响个人
发展。据心理学家介绍，拖延现象
现已成为管理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
的一个重要课题。拖延症并没有被
列入到精神疾病的诊断手册，比如
说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诊断手册）叫
做 DSM-5。这个往往是精神科医
生判定是否是精神疾病的种类的
（依据）。这之中没有拖延症这一疾
病。

所以严格地来说，拖延症并没
有被列入到诊断手册里面，因此它
不作为一种诊断评估的疾病名称。

拖延症
是一种心理疾病？

近8成学生
表示有拖延症

77% 的同学表示自己平时做
事有拖延的现象（见下表）。大学
后自由度提高，有选择不面对事情
的空间，很多同学就选择拖延。

55%同学
学习方面最为拖延

近 55%的同学认为自己在学
习方面最为拖延。到了学期末，便
是学校图书馆人气最火爆的时候
了。考试临近在前，“火烧眉毛”时
同学们才开始抓紧复习甚至是“预
习”。

相比而言，社交以及集体活动
方面的拖延情况较少，仅占总数的
约9%。这与当代大学生对于大学
生活重心的选择关联紧密。多数
大学生在大学期间会有意识的培
养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提升集体
环境下的工作技能，活动等集体性
更强，拖延代价相对更大。

如今，拖延症早已成为网络热
点词汇，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闻。
然而，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到拖延症
其实是一种心理疾病，而且是现代
社会中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之一，
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普遍。

据心理学家介绍，当理性认识
了拖延症之后，就要主动的寻求方
法去克服它。

首先我们要改变认识，通过积
极的心理暗示、放大优点、增强自
我效能感，同时适当改变自身完美
主义的倾向，形成正确的认知心
理。

第二，调节情绪，适当放松。
这种放松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将
自己的状态调节至最佳，以积极的
心态、良好的情绪去解决问题。

第三，切实改变自己的行为，
通过制定任务计划表、逆向规划、
设立赶超目标等方式，克服懒惰，
加强自我管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
一定的评估和干预。

最后，如果拖延症已经对自身
的心理或生理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要及时与父母、朋友等身边人沟
通，或者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适
当的采取心理治疗或药物干预。

拖延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但必须正确对待它，既不可全然不
放心上、也不必过于烦扰。理性看
待拖延症，及时克服，让它对我们
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

如何克服拖延症

接受此次调研的大三学生小
郑表示“自己知道拖延症是个坏习
惯，也有想过改掉它，但每次都只
是想想，没有正真付出过行动，也
没有头绪不知从何改起。”小郑的
心理也是大部分学生的心理，想戒
掉拖延症，但无从下手。说明绝大
多数同学努力尝试过改正，只是方
法上出现问题，因此没有改正拖延
症这个坏习惯。

知道不好
不知从何改起

调查发现仅有 9%的学生今日
作业今日毕。不少同学表示，大学
学习相对高中自由很多，老师不会
像高中一样在后面鞭策看着自己。
所以，对于作业，很大程度上都是
到最后截止日期时才会去完成，且
大部分是为了应付老师，保证期末
不挂科。

老师布置的作业
能拖就拖

图为上海建桥学院图书馆中学生正在学习 李子晗 摄

左图为 调查问卷截图

上图为 学生对待作业态度统计
截图

下图为 学生克服拖延症数量统计
情况

下图为图书馆中学生正在学习 李子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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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阅读现状：功利性、时间短、网络泛读

休闲娱乐、应付考试成为阅读两大块

阅读与形形色色考试相关联
在阅读目的这一问题上,习报

调查数据显示,休闲娱乐和考试所
需占到总体样本的40%,增长见识、
开阔视野和提升人文素养分别占
总样本的 40% 和 20%。大学的学
习生活里的确与形形色色的考试
密不可分,无论是从常规的期末考
试还是到诸如英语类、师范类、出
国留学类的等级考试都或多或少
地影响着当代大学生阅读目。

准备出国读研的大三的杨同
学正为雅思考试做准备。“大三之
后课程比较少，上完课我就会来图
书馆看书做题，每天最少保证要有
两个小时的阅读量。”像她这样的
同学还有很多。杨同学认为，为考
试而看书虽然有点功利，但也在通
过阅读强化了自己的能力。

带着诸如此类的“积极功利
化”的目的也有可能对自身学习有
促进。
很少人一天阅读超2小时

在对阅读时长的调查选项中,
每天阅读2小时以上的比例为23%,
阅读1-2小时的比例最高(44%)、阅

读时长低于1小时的比例为28%,几
乎不阅读的人数比仅为 5%。结果

显而易见,当代大学生每天花在阅
读上的时间整体较短并主要集中
于 1-2个小时内，低于 1小时和纯
粹不阅读的比例也不容小觑,这些
都足以表明大学生这一群体对阅
读的兴致不高、兴趣不浓。

信息学院大四的安同学表示，
虽然现在时间很充裕，但很难集中
两小时的注意力来阅读。“身边有
诱惑力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刚刚
拿起书准备看，就收到了微信消
息，顺便就点开了其他应用软件，
最后就忘记了要读书这回事了。”

像安同学一样，不少同学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众多的“低头
族”和“严重手机依赖症”，大大减
少了阅读的在大学生心中的分量。

主要依赖以网络为媒介的泛读
在对主要通过何种方式阅读

的调查中，图书馆借阅占总样本
13%，自行购买纸质书籍占总样本
的 42%，选择网上下载或在线阅读
的比例位居第一（45%）。直观的数
据说明，当代大学生越来越倾向于
以手机、电子书等网络途径为主的
阅读，传统的以纸媒为主的阅读文
本和方式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另外，据记者观察，这一问题也从
侧面反映出大学生的阅读方式由
精读、细读到泛读的转变。由于现
今大学生接触文学经典的方式灵
活多变，信息时代的到来解放了曾
经被束之高阁的经典作品，使其变
得大众化、通俗化。

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读书人类汲取知识的重要方式,大学生作为
学习的主体,有很大的学习空间、提高空间,多读

书,读好书,是大学阶段必不可少的重要阶段，因
此,对于大学生的阅读现状调查就显得尤为重
要。在文化消费时代的今天,受互联网快速发展

和信息化冲击的影响,大学生的阅读状况经历着
怎样的变化,呈现着什么样的趋势,值得引起大
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图为大学生阅读时长分析图

图为大学生阅读目的分析图

图为大学生阅读方式分析图

如何培养阅读兴趣
如何培养阅读兴趣？习报记

者身边的老师认为：
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是培养

阅读兴趣的第一步。“求知的人可
以从中获知，无知的人可以变得有
知。”读书可以增加我们的人文素
养，提高我们的认知水平，培养良
好的自学能力和阅读能力。

在阅读时多做一些读书笔记，

为自身的写作增添素材，积少成
多，慢慢会体会出阅读的好处。

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制定符合
自身的阅读计划，并严格执行。

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是一种
长期投资，目前可能没有明显的收
益，可是其长远利益是非比寻常
的。多关注一些好书推荐栏目，选
择有内涵的书籍，培养自己的阅读
品味，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习报记者 王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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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吐槽食堂某某商户、
某某窗口菜里有虫子已经不是什
么惊奇的事了，近日，最常见的关
于食堂的吐槽应该是食堂的菜品
价格了。有同学表示食堂饭菜真
的贵得吃不起；也有同学表示食堂
的保障菜每个同学每次只能选一
样；食堂菜价到底怎么回事呢？保
障菜真的保障了吗？

菜价市场波动
食堂伤不起

据了解，今年中国发生了非洲
猪瘟，以至猪肉价格有所上涨。北
一食堂的现场经理董师傅说到，猪
肉是阶段性的上涨了 20%，鸡副食
品及鸭副食品的市场是极不稳定
的，涨幅达到 30%-35%，创 2014年
以来最高。相比之下蔬菜价格在
8、9月份受台风的影响有所波动，
从 10 月开始蔬菜市场还算稳定。
但是就拿最简单的大米和鸡蛋举
例，最普通的鸡蛋从上学期的一公
斤 8.56元，最高的时候涨到了一公
斤 9.2元；一包 50公斤的大米从上
学期的103元涨到了126元。

餐饮及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陶老师表示，其实不仅物价上涨，
人工成本也在逐年增长，食堂方面
因成本的增长觉得“伤不起”，压力
越来越大。快餐部的菜品价格并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就个别菜品的
价格在五毛钱之内浮动，对于推出
的新菜品，定价也是在学校规定的
范围之内的。北一食堂的现场经
理董师傅还说，物价上涨不怎么大
的调动菜价是为了同学们能够以
和以前一样的价格吃上喜欢的菜
品，面对物价上涨我们能做的就是
配合学校工作，做好后勤服务。

售卖时间延长
菜肴品种多样

这学期开始，为了对同学们的
餐食方面进行更好的保障，我们学
校的食堂出台了新的保障菜标准。
保障菜的时长从原来的每餐半小
时增加到了每餐一个小时，现在保
障菜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中午的 11：
30-12：30及每天下午的16：30-17：
30，保障菜仅对学生开放，菜的品
种每天有固定的也有变动的。

北一、南一、南二均有设立保
障菜专门的窗口及菜单公示，同
时，在公众号“你好建桥”上，每周
也会推送保障菜菜单。而价格方
面则是从 0.5 元的素菜到 2.5 元的
大荤菜不等，保障菜的价格是一直
都没变的。

对于保障菜的菜品方面，餐饮
及商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陶老师说
到学校本来就是一个很多元的地
方，同学们也不是人人都能吃的特

别好或者特别贵，保障菜主要就是
为了保障一些同学的生活，让他们
能够吃饱，并且均衡搭配。但是像
有的同学反应的保障菜并没有自
己喜欢吃的菜色，这也是一个很难
协调的问题，我们保障菜每天都是
有菜单公示的，也不可能每天都做
的符合每个学生的口味，但起码做
到让每个学生都够吃饱饭。

食堂方面还是在为不断贴近
学生们的口味，不断创新。包括北
一快餐窗口之前看到的卖粥的档
口，但现在天气冷了，条件不允许
所以卖粥的档口就关闭了。

北一食堂的相关方向学校申
请，并被允许在窗口放了四个电饭
煲，开始售卖热汤，北一食堂的负
责人丁老板表示也是想着同学们
在冬天也能喝上热腾腾的汤。

此前了解到，北一档口的汤还
是挺受同学们青睐的。能在寒风
凛冽的冬天喝上一碗热腾腾的汤，
也算是一种幸福了。

保障同学基本需求
有问题可随时反映

有同学反映食堂的保障菜每
个人每次只能选一样，针对这个问
题，陶老师说，之前有出现过个别
这样的情况，食堂方进行了改进，
如果还有遇到类似的问题，都可以
向相关部门反映。

我校的食堂不论是从环境、菜
品、商铺档口整体都是不错的，为
教职工同学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就
餐体验。16新闻的郭同学是保障
菜档口的常客，她说平常就是吃一
份大排或者红烧肉，再加青菜或者
茄子，都是不超过十块钱的，而且
吃的也很饱，味道也不错。18数媒
的颜同学也是北一食堂的常客，他
觉得北一食堂的价格还算是能接
受的，而且各方面的菜品什么的都
是很符合自己口味的。学校食堂
的饭菜在同学们的心目中评价还
是挺不错的。

后勤保障是直接接触学生生
活的，从学生的寝室居住到食堂的
餐饮服务都是每个学校想尽力做
好，为同学们提供好的生活保障。
同学们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什么问
题都可以找后期保障处解决。同
时，如果同学们就餐中遇到问题或
者有情况要投诉，请拨打餐饮及商
业 服 务 中 心 办 公 室 电 话 ：
58137940。

菜价上涨，食堂“哭诉”压力大

本学期保障菜档口有哪些新政策

位于北一的保障菜价目板
吕梦馨 摄

位于南二的保障菜窗口 郭佳洁 摄
南二食堂吃饭高峰期

吕梦馨 摄

习报记者 吕梦馨

南二保障菜窗口 习报记者 郭佳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