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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一校一品” 体育特色活动绚丽多彩

在践行阳光体育之路上绽放
■本报记者 李小伟

胯下运球、 指尖转球、 突破分球……广州
市荔湾区林凤娥小学4年级的晓晓自如地玩着
篮球， 如今， 这已经成为了他每天大课间的

“必玩技”。 校长朱能干介绍说， 林凤娥小学的
孩子通过大课间和课外活动锻炼， 几乎每个人
都拥有了像样的篮球技巧。

近年来， 荔湾区的许多学校都能够像林凤
娥学校一样狠抓“一校一品”， 学生们健康提
升、 玩得高兴、 学习主动， 阳光体育校园文化
深入普及。

特色体育 植根校园

荔湾是广州市独具岭南特色的中心城区，
现有区属中小学90所。 荔湾区中小学特色体
育品牌建设最早始于2006年启动的“品牌学
校” 工程， 其中特色体育是最为显著的收效。
到2011年， 荔湾区成为广东省教育综合改革
试点。 目前全区共有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10所、 广州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46所， 广州
市足球推广学校33所， 荔湾区“体育、 艺术

2+1项目” 试点学校20所， 涉及足球、 篮
球、 排球、 游泳、 毽球、 棒球、 跆拳道、 击
剑等15个项目， 并覆盖了区内所有中小学。

荔湾区中小学体育的蓬勃发展源于对学
校体育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努力。 2011年教
育部颁发《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的规定》， 先后发出 《荔湾区关
于贯彻落实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锻炼的
通知》、 《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
于印发荔湾区深化体教、 艺教、 科教‘三结
合’ 特色教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等文
件。 5年来， 荔湾区政府投入专项资金， 为
全区98%的学校修建了塑胶运动场， 所有学
校都配齐配足了体育器材。 近三年来， 区教
育局每年投入1200万元特色经费， 支持学
校开展体育特色项目。 区里每年出资100余
万元聘请高水平体育教练， 同时增加招聘体
育教师以弥补师资不足， 提升学校体育软实
力。

提升教师素质 促进学生成长

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离不开优秀教师

群体的保障。 荔湾区伴随“一校一品” 体育活
动的发展， 体育教师培训工作一直在有序进
行， 辅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以及骨干教师的
示范指导。 开展的培训内容涉及教师专业技
能、 教师职业心态、 学校群体活动的组织、 紧
急救护技能的培养、 科研方法培训、 上课技巧
提高等方面。

扎实的培训使得教师水平大面积提升。 该
区现有358名公办体育教师， 近十年获得区级
教学评比一等奖以上的人数为156人， 其中一
部分能力突出的教师逐步得到提拔， 体育学科
教师担任学校中层以上者为82人。 在前不久
结束的广州市第十六届青少年运动会科学论文
报告会以及教师基本功大赛上， 荔湾区取得了
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全国第八届中学
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中， 荔湾区有8篇论
文获奖， 位列广东省第一名。

为了加强体育科研， 2013年该区成立了
“体育研耕工作团队”， 主攻“体育课堂教学与
课外体育活动的科学性、 实效性以及特色化的
有关研究”。 这一教研形式很快得到各学校的
积极响应， 并开展了“互助式”、 “联盟式”、

“课例式”、 “案例式” 等不同形式的教研活动。

大课间让校园姹紫嫣红

经过了近十年的探索， 荔湾区的大课间体
育活动已经成为广州学校体育的一大亮点。 小
学是柔韧素质敏感期， 为此， 该区率先在全省
开展适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的“柔韧素质” 提高
工程， 使得全区小学生柔韧素质得到明显提升。

在重点做好“特色体育大课间活动” 的前
提下， 该区努力打造“荔湾大课间文化”。 各学
校每天都安排不同形式的大课间活动， 如“校
本特色大课间”、 “素质练习大课间”、 “常规
素养大课间”、 “百花齐放大课间” 等。 经过几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林凤娥小学的篮球特色大
课间、 鹤洞小学的柔韧有“愉” 大课间、 蒋光
鼐纪念小学的排球大课间、 南塘小学的跆拳道
大课间、 华侨小学的“绳舞飞扬” 大课间等成
为荔湾学校体育的名片。 “一校一品” 特色活
动涵盖了篮球、 足球、 排球、 羽毛球、 武术、
跆拳道、 毽球、 跳绳、 乒乓球、 体操、 橡皮筋
等项目， 学生的运动技能得到显著的提升， 体
质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每天3元钱 一荤一素吃得香

“我们现在所有的学校都有自己的厨房，
每个孩子都可以吃上热乎乎的营养餐了。” 站
在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中心小学宽敞的食堂
里， 该市教育局副局长许兴中掩饰不住兴奋的
心情说。 据介绍， 恩施市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全部是用“食堂供餐” 模式， 将中
央财政每生每天3元标准为学生提供营养膳食
补助落实到实处， 现在每生每天3元的补助完
全用于采购食材， 学生们可以享受到每天一荤
一素一汤的营养午餐。

许兴中告诉笔者， 自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以来， 恩施市改善计划实现了由“吃
饱” 向“吃好” 的转变， 全市所有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含教学点）的5万余名学生均
享受到了营养补助。“‘吃饱’是要孩子人人都
能吃上足够的粮食和菜肴，而‘吃好’则是要
孩子们吃什么、怎么吃才营养，掌握一定的营
养知识， 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加大投入 解决三难题

许兴中说， 要想吃得好， 首先要解决以
下问题：

一是解决就餐条件差难题。 为保障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堂供餐” 模
式的有效实施， 恩施市2011年寒假， 就由
市财政投入资金228万元， 着手为没有供餐
条件的31所农村小学 （含教学点） 建起了
伙房。 迄今为止， 累计投入资金1215万元，
加上中央专项资金4495万元， 新建标准化

农村中小学食堂（伙房） 38209平方米。
二是解决厨房设备差的难题。 恩施市团委

通过爱心募捐活动， 募集资金120余万元， 为
40余所农村学校购置了电磁炉炒锅、 蒸饭柜
等厨房设备， 各学校从公用经费中挤出资金共
计200多万元， 添置灶具、 冰箱、 炊具等必需
设备和餐具。

三是解决炊事员工资的难题。 学生食堂炊
事员工资每年由市财政安排265万元专款予以
补充。 同时， 市财政每年还安排100万元为农
村中小学聘请50名生活管理员、 安排79万元
落实学校安保人员工资。

管理合力 确保三项安全

许兴中说， 在实施“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 中， 安全问题时时牵动着政府和教育部门、
学校以及家长的心， 该市一刻也不敢放松。

建立监管， 确保食品安全。 该市不断探索

创新监管机制， 建立和完善了教育局—学校—
家长的监管机制。 学校推行“教师陪餐制度”、

“学校配餐制度”， 加强对营养餐的过程监管；
学校聘请家长到校监管原材料购买、 营养餐制
作、 发放全过程， 并对经费管理过程进行监管，
实行“家长评餐制度”。

校财局管，确保资金安全。为使国家补助的
3块钱全部吃进学生嘴里， 该市实行“校财局
管”制度。 对大宗原材料以乡镇为单位实行“统
招、统购、统配、统送”。 同时要求学校公开每周
原料采购、 运输等环节产生的费用和饭菜价
格，并张贴到专栏，做到资金使用透明阳光。

教育为先， 确保人员安全。 定期组织教育、
药监、 卫生等部门对各学校食堂从业人员开展
培训， 以强化食堂从业人员食品安全意识， 提
高安全操作技能和突发安全事件应急能力。 同
时， 定期对食堂从业人员进行健康体检， 实行
持证上岗， 亮证操作。

让孩子从吃饱到吃好
———湖北省恩施市农村学生营养用餐改善记

■邢蕊

“冰雪新经济与大学生理想创业论坛”日前
在张家口市崇礼县万龙滑雪场举行，来自众多高
校、体育产业等领域的200多名与会者围绕“怎么
看待冰雪运动产业面临的历史性机遇”等议题展
开讨论，助力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冬奥
会。 与此同时，“助力申奥，千万大学生签名活动”
启动仪式及“厚持资本杯”全国首届大学生滑雪
挑战赛总决赛如期在万龙滑雪场进行。

本次论坛由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 中国大学生体协主
办， 北京厚持投资有限公司冠名， 并得到了南
京边成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论
坛旨在探索当前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新思路、
新方法， 重点关注冰雪新经济和大学生创业。
冰雪运动彰显的精神与大学生创业有何相通之
处， 冰雪新经济“新” 在何处， 参与冰雪运动
带来哪些理解和感悟？

这个冬天，中国冰雪运动热度空前，北京张
家口联合申办冬奥会点燃了大众冰雪的热情，
国务院去年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
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大力发
展冰雪产业。冰雪运动、冰雪产业正在迎来前所
未有的发展机遇。 传统的冰雪经济正在更新换
代，有望成为强有力的体育产业增长点。另一方
面，无论是冰雪产业的发展、还是申办冬奥的影
响，都将对年轻人的群体产生独特的推动力。此
次论坛的主旨就是共同探讨冰雪新经济发展的
模式、趋势，探讨蕴含在其中的创业力量，以及
大学生群体和冰雪运动发展的互动影响等。

发展冰雪经济， 鼓励大学生创业。 这两者
都是各自领域的热词， 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和机
会。 近年来， 在东北、 华北等地区的高校， 冰
雪运动已经得到了一定发展， 并培养出了一批
爱好者， 其中不乏具备一定技术能力的业余高
手， 展示的正是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根基和氛
围。 高校开展冰雪运动， 对于培养大学生们顽
强勇敢、 挑战自我的精神有着积极帮助， 对培
养我国冰雪运动人口有着直接拉动作用。 同时，
高校汇聚了较高素质的人群， 对冰雪运动的深
层发展， 也有着不可估量的正面影响力。

此次论坛是冰雪新经济和大学生创业之间
的良性互动尝试， 探讨了冰雪产业发展的前景
和机遇， 大学生理想创业所应具备的条件。 同
时， 也将两者之间的关联进行充分展示， 激发
更多脑力激荡， 这对于推动冰雪产业的发展，
推动高校冰雪运动的发展， 拓展大学生创业的
空间， 都有着积极的价值。

冰雪新经济与大学生理想
创业论坛举行

学生营养与健康特别报道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主办

未来智能教室今日现实

这是鲁迅小学正在积极建设实现
的教室 : 当教师课程和讲座记录刻录
上载后， 学生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自选
点播观看， 这样就可保证学生不受任
何时间、 空间限制， 随时随地进行学
习。 听名师授课可谓是千载难逢的机
会， 有了专业视听技术， 就可以为学
生量身定制特定学科的领域专家、 让

名师授课全过程以及随时回播 ; 学生
们能获得更多启发， 学习也会变得更
加积极。

更多地应用于教育和培训行业的
专业视听和信息通信技术和设备产
品 ， 包括如电子白板 、 投影机 、 协
作会议 、 演示控制 、 投影与显示 、
视觉化工具 、 多媒体显示 、 仿真系
统、 3D 和可视化、 虚拟现实、 音频、
观众反应 、 增强现实等 ， 以及教育
和培训行业内广泛使用的解决方案，
都将于 InfoComm China 2015 上完整
呈现。

数字联动 学以致用

InfoComm China 2015—亚太最具
规模、 最具权威性的专业视听和信息
与通信集成技术展之一 ， 将于 2015
年 4 月 8-10 日在北京的国家会议中

心隆重开展。 繁多集成技术和解决方
案， 无限的协作可能性， 以及丰富精
彩的学习与教育机会， 这个一年一度
的视听业界盛事， 每年都备受教育及
培训行业专业人士关注。

InfoComm China 2015 展会将以
更大规模迎接关注此次活动的参观
人潮 ， 本届展览总面积达 50000 平
方米 ， 占满国家会议中心的所有 7
个展馆， 汇集来自 35 个国家与地区
的参展公司多达 400 家 ， 展示业内
非常先进新颖 、 高端热门的产品及
技术。

全新展示平台更多学习机会

随着亚太区成为本区域专业视听
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 更多行内企业
争纷借助 InfoComm China 的利好平
台， 渗透区域其他市场， 取得业绩上

的突破。 展会今年全新启程， 推出多
项新单元和展示平台， 助力业内各企
业巩固市场 。 其中包括有首次举办
的 “全球新产品上市新闻发布会 ”，
让各厂家品牌第一时间推介从未面
市的开创性技术与产品 。 届时多个
品牌如博世、 铁力山、 北京柏莱特和
卡讯电子等， 将于会上呈现全球首发
的新出台产品与技术。 这些技术与产
品的登场， 将为亚太地区的教育与培
训行业注入新的兴奋与期待， 带上另
一高峰。

高峰会提供更多学习机遇

InfoComm China 2015 展 会 另 一
重点———高峰会议精心筹备了精彩
的会议议程 ， 提供丰富的学习与教
育机会 。 高峰会议议程包括 Info鄄
Comm 大学———学术研讨会、 行业实

践研究讲座及制造商讲座三大类别，
从事视听技术行业的各级人士和各
行业垂直用户都可从这次学习与交

流机会中受益 。 展会高峰会议包含
中英文内容 ， 方便来自海内外各区
域的参观者。

InfoComm China 2015 展会已
蓄势待发———包罗万象的技术设备产
品与解决方案， 琳琅满目的技术展示
与 演 示 ， InfoComm China 2015
将是您扩大视野、 扩大企业接触面与
范围的高端选择。 千万别错过这场年
度行业视听飨宴！ 请尽早在网上预先
登记， 届时参观展会免费！

InfoComm China 2014 现场图片

今天的课堂， 已突破物理空间的界限， 只
要有良好的视听基础设施，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构建课堂进行信息化教学。 所有资源皆可掌握
手中， 弹指间即可获取。 一个按钮即可让任何
情景一触即现。 用专业视听装备您的老师和教
学， 让教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课堂透过技术看世界

山东云天职业技术学院

诚聘副院长、二级学院院长、教师
山东云天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德州市庆云县，

占地810亩， 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 总投资10亿
元， 设置9个二级学院、 48个专业。 2015年招收中
职及高职学生共计4000人。

现面向全国急聘副院长2名、 二级学院院长6
名、 文化课教师 (含高中) 52名、 专业教师90名。
录用后列事业编制， 工资待遇优厚！

详情登录： 山东省庆云县政府网
http://www.qingyun.gov.cn

云天教育集团官网http://www.ytjyjt.com
咨询电话： 0534-3785678

0534-6106666
13969265857 （周院长）
18615349097 （吴主任）

2015年4月16日， 四川理工学院将迎来建校50周年
华诞。 兹定于4月18日至5月17日举行 “弘扬黄岭精神，
扩大对外影响， 促进学校发展 ” 的校庆活动月系列活
动， 特盛情邀请并热忱欢迎广大校友 （含原华东化工学
院西南分院、 四川化工学院、 四川轻化工学院、 自贡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 自贡高等专科学校、 自贡教育学院校
友） 届时聚首母校， 同叙往昔情谊， 共绘发展蓝图。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四川理工学院
2015年3月2日

联系地址： 四川省自贡市汇兴路学苑街180号
联系电话： 0813-5506588 5505811
传 真： 0813-5505800
网 址： http://50xq.suse.edu.cn

四川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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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AD

■本报记者 李小伟

湖北省恩施市近年来，通过加大投入、强化
管理、规范操作加强学生营养工作，使孩子们的
营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学生体质得到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