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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体育代表队成立60周年专刊

集中班生活回忆
和 A、B、C 类队称号的起源
刘 波

１９８６ 年之前体育代表队的队员，都是通

有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或亚运会的运动

过学校正规招收录取的学生，因为有体育方

员。我个人最好的成绩是在北京市高校比赛

面的爱好、特长，在学校参加统一的训练。

中获得第二名，其他队员也多是能在北京市

那时候代表队的同学都是全面发展的典型，

高校比赛中拿奖牌，或全国高校比赛中拿名

体育的迁移价值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非常好的

次的水平。

体现。
１９８７ 年到 １９９４ 年学校开始降分招收特长
生，但降分幅度不大。我 １９９０ 年入学，也是
其中一员。我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学业上基本
都能跟得上，延续着之前代表队全面发展的
传统。
体育特长生加入后，代表队的运动成绩
比之前提高了，但还达不到现在的程度，没

集中班的兄弟们
为了提高体育代表队的运动成绩，学校
给予了大力支持，其中一个举措就是成立“集
中班”，大概从上世纪 ５０ 年代末开始。５０ 年
代田径队的成绩不是很好，学校多次讨论如
何提高。其中一个举措就是，让运动成绩好
的，或者骨干队员集中住在一起，保证他们

1994 年参加世界大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在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前合影 ,
左一刘波，左三陈希，右一安虎，右三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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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刘波参加北京市高校田径运动会
1500 米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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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时间，队员之间也能互相督促、帮助，

跑三千米障碍。我来的时候校记录是他保持

称之为“集中班”。

的，直到大四我才把这个记录打破了。他毕

有了集中班后，田径队的成绩大幅提高，

业后自己成立了公司——绿盟科技，去年已

六十年代曾获北京高校运动会“八连冠”。

经上市。公司上市后，他向学校基金会捐赠

田径队成绩最好的时候是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得

了两百万元，作为体育代表队的活动经费。

到了“十四连冠”。２００９ 年输了一次，后来

沈继业对运动的激情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年

又得到“五连冠”。从上世纪 ６０ 年代起，集

到世界各地跑马拉松，而且动员公司员工一

中班的传统就延续下来了。到我入学时，不

起跑。

仅田径队，足、篮、排、乒乓球、武术、健

沈继业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让我很感动。

美操、游泳等项目的骨干都集中住在一起。

有一次，他们在一起跑马拉松的朋友中有人

集中班搬过很多地方，最早在 １６ 号楼，后来

过生日，大家聚在一起为他庆祝。晚上吃完

搬到 ８ 号楼。那时艺术团也有集中班，我们

饭后，一般人会去唱唱歌。但他们商量以后，

住五层，他们在四层。后来我们从 ８ 号楼搬

决定去跑步。最后这群朋友围着北京市四环

到 １３ 号楼，最终到 １４ 宿舍，在那里住了很长

跑了一圈，全程有七十多公里，他们一直跑

时间。

到第二天清晨五点才回来。

原来的集中班，现在已演变成了“经体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队员是自动化系

班”（下设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单独成班，

的刘云浩，他和我同届，是排球队的队员。

单独授课，学制 ５年）的集中住宿。现在集中

刘云浩也是通过降分录取的特长生，毕业之

住在 ３０ 号楼的全部是经体班的学生，而且只

后先在北外读硕士，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到

有 Ａ 类项目的队员，与以前的概念和职能不

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此后在香港科技大

同。那时候一些辅导员也和队员们住在一起，

学工作，发展得非常好，在学术方面取得了

整个体育代表队以集中班为中心开展工作。

很多成就和荣誉。２０１１ 年他作为引进人才回

集中班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大家有

到清华工作，去年担任了软件学院的院长，

着共同的爱好，性格特点类似，又有机会住

今年又被评为长江学者。刘云浩在美国读博

在一起，做着同样的事情，每天一起上课、

士期间，还在密歇根大学参加了 ＮＣＡＡ 的排

一起训练，回宿舍也会一起组织娱乐活动。

球比赛，ＮＣＡＡ 比赛水平很高，作为留学生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十四宿舍建了局

能参赛着实不易。

域网，内部连起来，大家在局域网上打游戏。

还有一个队员叫张军，是竞走项目的运

有条件的时候也会找个小会议室摆上乒乓球

动员。他在青岛海洋大学读了本科后，又到

台，让乒乓球队的同学用左手和我们打球，

清华读双学位，在经管学院读研究生。张军

大家在一起非常热闹。当年同在集中班的一

是“文革”后学校培养出的第一个运动健将。

些队员，现在也会定期聚会，或者借助微信

清华曾经评选过“清华十杰”，第一次评“十杰”

群等方式联络。回想起来，大家都觉得那段

的时候他就当选了。他的项目是一万米和两

生活非常美好。

万米竞走，每天的训练量非常大，回来之后

集中班的队员们在校期间热心体育运动，

还要自己想办法恢复身体。训练过程很艰苦，

毕业后在各自岗位上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其

他想各种办法克服困难，比如坚持训练之后

中有几个队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

用热水泡脚。虽然是很简易的办法，但这么

是 ８６ 级自动化系的沈继业，我们同在一个队，

做能起到一些放松的作用。体育训练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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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运动员花时间、精力去琢磨，全身心投入

视台做体育解说的刘星宇当年就是赛艇队第

到训练中。张军在简陋的条件下刻苦训练，

一批正式招收的队员之一。在他的体育解说

最终达到了运动健将的水平。

中，赛艇项目是最专业的。棒球队曾经的队
员康康，在校时是普通学生，后来也去了中

见证 Ａ、Ｂ、Ｃ 类队称号的诞生
我本科就读于材料系，后在经管学院读
研究生。体育代表队在校园里培养了很多优
秀的运动员，陈希老师希望能有人毕业后回
到体育部工作，继续为学校的体育教育工作
服务。于是，学校从我这儿开始做了一个尝
试。我从清华毕业之后在德国呆了六年。第
一年做访问学者，边学语言边联系学校，后
来在科隆体育学院——实际上是德国体育大
学读了五年博士，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之前回到学
校体育部，从此就一直在体育部工作。有了
这样的经历，我现在既可以教研究生的理论
课——教体育管理；又可以教本科生的公共
体育课——教网球；同时也能做科研，因为
我本身就是这个专业方向的。
我出国之前在团委工作了一段时间，担
任体育代表队工作组组长，那时候也有一些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和事。１９９７ 年我们组
建赛艇队，第一批队员是从田径队转来的，
后来又专门招收了一批学生。现在在中央电

1994 年 8 号楼集中班同学在东操看台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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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电 视 台，２００８ 年 奥 运 会 后 他 把 奥 运 会 期
间的加班费捐给了学校，表达了自己的一点
心意。
现在大家已经很习惯把代表队分成 Ａ、Ｂ、
Ｃ 类队。Ａ 类队是田径、射击和篮球，也就是
高水平运动队，以前还有赛艇，从 ２００９ 年开
始停止招生了。Ｂ 类队招收队员可以降分录取，
包括游泳、排球、健美操、击剑等，以前还有
足球、乒乓球、武术等项目。Ｃ 类队包括其余
所有的项目，大概有二三十个，只要是同学们
愿意开展的、能组织比赛的运动，都成立了代
表队。现在足球、武术、乒乓球、网球、手球、
羽毛球、棋牌、登山、攀岩等都属于 Ｃ 类队。
但 这 个 名 称 是 什 么 时 候 确 定 的 呢？ 是
１９９７ 年暑假产生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亲身经
历的。当时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１９９７ 年
之前，代表队只是由那些可以降分录取的运
动员组成队伍，后来很多项目陆续开展，但
没有纳入到统一管理中。第二，陈希老师给
我们提出要求，希望扩大代表队的规模。当

1996 年 14 宿舍集中班生活照

（10）.2014
SHUIMU TSINGHUA NO.48

记忆

时代表队只有一百多人，项目种类也有限，但是这些

链接：

队员分散在各个院系、各个班，为班级体育运动的开
展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当

清华体育代表队分 Ａ、

时在材料系材 ０２ 班，我们班就因为我在其中，体育活

Ｂ、Ｃ 三 类 队 伍。 这 是 在

动开展得很好，甚至不仅是班级，材料系的团体成绩

１９９７ 年，清华提出来“建

也有了很大提高。因为班级里有代表队的队员，不管

设一流大学”的口号之后，

是队员自己去锻炼，还是督促别的同学锻炼，对同学

所进行的划分。

们都是一个正面的影响。
陈希老师提出，如果代表队的人数能够达到全校

Ａ 类队是高水平运动
队，上清华后集中编班，

学生总数的 ５％，一个班平均有两到三个代表队队员，

因为需要训练，学制五年。

就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于是大家想了一个思路，

目前 Ａ 类队有 ４ 支队伍：

将已有项目，和学生自发成立的队伍，都纳入到代表

田径、射击、男篮、女篮。

队统一管理中来，通过这种方式增加队员人数。

主要任务是培养高水平的

增加了这些队伍之后，怎样管理是一个新问题。
当时有些代表队已经有了高水平的运动员，有些是按
照降分比较少的方式录取的，更多的代表队由大量普
通学生组成，这些队伍至少要从名称上加以区分。

学生运动员，要达到“业
余赶专业”的水平。
Ｂ 类队是由体育特长
生组成的队伍。目前包括

１９９７ 年开暑假工作研讨会时，代表队的一些辅导

６ 支 队 伍： 男、 女 游 泳，

员和工作组成员共同讨论，怎么给不同的代表队定名

男、女排球，健美操和击

称。期间否定了很多方案，最后有人提议用 Ａ、Ｂ、Ｃ

剑。不单独编班，分散在

字母表示，只以字母次序来区分不同种类的代表队，

各个院系，同时有一个横

获得了一致通过。Ａ 类队当时只有田径队，后来增加

向班。主要任务是承担一

了射击、赛艇和篮球，Ｂ 类队最初还有足球、武术、

部分为学校比赛的任务，

乒乓球，后来因为政策的原因，项目总数不能超过七

更主要的是在群众体育中

个，就减掉了一些。Ｃ 类队从一开始不到 １０ 个，现在

发挥“尖刀排头兵”的作

增加到了 ３０ 多个。Ａ、Ｂ、Ｃ 类队设定之后，体育代

用，同时培养全面发展的

表队的人数增加了很多，从一百多人增加到三四百人，

优秀人才。

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七百多人了。

Ｃ 类 队 有 ３３ 支。 目

这个提法应该算是工作上的一个创新。大部分学

前清华大学所有 Ｃ 类队的

校没有清华的 Ｃ 类队，而且 Ａ、Ｂ 不区分。个别学校有

同学都是由普通的清华本

Ｃ 类队的概念，但没有单独名称，只是存在队伍。清华

科生组成，他们在群众体

的体育代表队是项目最多、规模最大、也是最完整的。

育里面发挥重要的骨干作

在管理体系上，我们也是最有特色的，既由校团委、

用，Ｃ 类队很多比赛与协

体育部一起管理，又能够分层次、分重点管理。

会 挂 钩。 虽 然 相 对 Ａ、Ｂ
类队水平较低，但很多队

（刘波，１９９０级，曾为田径队队员，在校时曾打破
３０００米障碍校记录，１９９８年硕士毕业留校，担任校团委

伍还是能拿到北京甚至全
国的冠军。

副书记兼体育代表队工作组组长，现任体育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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