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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合村小学：

49年，“踢”出34名国脚
■本报记者 张晨 李小伟 程墨

从2009年启动以来， 场地、 师资、经
费，始终是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三大难点。

然而武汉市一所普普通通的小学———
新合村小学， 把“快乐足球” 作为特色教
育， 在狭小的场地和缺乏专业师资的情况
下坚持49年， 先后走出冯志刚、 郑斌、 雷
腾龙等34名“国脚”， 成为全国有名的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
之中又体现出了怎样的智慧？

坐落在一处拥挤的老旧居民区内的新
合村小学， 三面处于楼房的“包围” 之
中。 校园面积不大， 只有6000多平方米，
是一所标准的“麻雀学校”。 但学生却一
点儿也不少， 1036名学生八成以上来自
进城务工人员家庭。

学校仅有一块梯形的人工草坪运动场
地和一个风雨操场， 用校长侯琳的话说，

“连跑道都没地儿划”。
可是走进学校， 会发现这里的孩子大

多穿着球衣、 球鞋来上学； 课间活动， 学
生们涌向操场， 大多在踢球嬉戏； 甚至连
课间操， 老师和孩子们跳的也是自编的足
球操。 每个班级每周都有一节足球课， 无
论男生女生， 都会踢上几脚。

“为了所有孩子都能感受足球的快乐，
学校采取分时段、 分场地、 合理安排教学
内容保证校本课程落实 。” 侯琳介绍 ，
“目前学校24个班， 班班都有一支足球
队， 每天有100多名校队成员利用放学时
间在操场上练球两小时。

校园场地虽然狭小， 但新合村小学却
把“小” 足球踢成校园“大” 文化。

每个班的队旗、 队服、 口号， 都是孩
子们自己设计的。 球场上， 女孩子也得露
面， 男孩踢球， 女孩就扮演足球宝贝， 为
男生呐喊助威。 老师们还把足球“上” 进

了语文和数学课里。 此外， 每年一届的
“校园足球节”， 每学期的“健康杯” 班级
足球联赛， 孩子们全员参与， 享受足球带
来的无尽快乐。

“对于不喜欢踢足球的孩子， 爱画画
的， 可以画足球； 爱写作文的， 可以当足
球小记者； 爱做手工的， 可以创作自己的
大力神杯。” 负责该校足球教育的教导主
任汪建宏说。

“国脚的摇篮” 源自1966年新合村小
学的第一支少儿足球队———山鹰队， 那
年， 刚参加工作的数学老师杨正试着召集
孩子们组队练习足球。 几十年间， 学校领
导换了一批又一批， “山鹰足球队” 从区
级、 市级联赛逐级征战到全国赛场， 足球
教育特色也越擦越亮。

现在， 新合村教学配备了两名专职足
球教练员2名， 并聘请省队退役的家长担
任足球队教练， 保证校本课程落实。

在学校课后进行的一场班级足球比赛中，
虽然队员们都是10来岁的孩子， 可是比赛很
精彩。 场上， 踢得有模有样， 非常投入； 场
下， 双方的啦啦队员们不停地呐喊、 助威。
进球了， 大家雀跃欢呼， 失球了， 跺足惋惜，
欢乐写在稚嫩的脸上。

在新合村小学， 这样的比赛几乎天天都
有。 孩子们从足球中不仅得到了健康与快乐，
也会有很多其他收获。

武汉市政协近期的一次调研显示，相比其
他学校，新合村小学的“小胖墩”和“近视眼”学
生要少。“这得益于校园足球的普及。 ”汪建宏
告诉记者，学校坚持“以球育德”，增强规则意
识和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精神；“以球促学”，促
使孩子们端正学习态度， 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以球健体” 使校园足球活动成为学生阳光体
育运动的有效载体； 形成了以足球项目为特
色，学生普遍掌握足球基本技能的“一校一品”
和“一生一特长”的校园体育局面。

大冶市金山店铁矿学校：

矿校小足球
演绎中国梦
■本报记者 张晨 李小伟 程墨

“咱矿校的学生伢子‘加盟’ 皇马啦！” 近
日， 这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进了湖北省大
冶市大大小小的矿区， 也成为该市金山店铁矿
学校师生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原来， 该校学生柳杰被广州恒大足球学校
选中，作为首批25名队员之一，被选送到西班牙
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进行培训。这下子，金山
店铁矿学校的孩子们踢起球来劲头更足了。

由于地处偏远， 长期以来， 金山店铁矿学
校的学生课余生活相对贫乏， 学生们大多只会
“死读书”。 2009年得知黄石成为全国首批校
园足球试点城市， 校长朱锐杰动起了脑筋， 决
定“引进” 校园足球， 并作为学校开展德育和
素质教育的切入点。 他与喜爱足球的教师刘雨
江商量， 在学校成立起第一支足球队。

学校推出了班级联赛， 每个班都成立男、
女两支足球队， 每场比赛， 上半场男队角逐，
下半场女队PK， 男女队总分记入班级成绩。
渐渐地， 无论课间还是放学后， 足球场上都有
学生运动的身影。 “足球已经不是一项简单的
运动， 成为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校
园也成为学生创造快乐的驿站。” 刘雨江告诉
记者。

随着校园足球的深入， 学生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 六 （4） 班班主任阮菊兰老师给记者讲
了一个故事。 去年班上转来了一名女生， 常常
在外面“匪”， 家长和老师都很头疼。 自从她
喜欢上了校园足球后， 遵守秩序了， 学习也赶
了上来， 从60分考到90多分， 与班上的其他
同学也相处融洽。

“校园足球让学生们守秩序、 自信了， 更
为重要的是， 上学成为快乐的事， 不仅仅是写
作业和做题。” 朱锐杰告诉记者。

家长也越来越支持孩子们踢足球， 对学校
有了认同感。 如今每逢班级联赛， 家长们纷纷
到场观战， 为孩子们加油助威。

■人物特写

“我们不是为了让学生成为球星”
———武汉市硚口区开展校园足球运动纪实

■本报记者 张晨 李小伟 程墨

打网球的李娜， 跳水的伏明霞， 打乒
乓球的乔红， 这里的学校曾走出了15位
世界冠军， 被誉为“冠军的摇篮”； 年近
九旬的“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 中
国返回式卫星总设计师林华宝院士曾感
慨， 是这里的学校培养了自己的健康体魄
和终身锻炼的习惯； 这里已经连续18年
捧回武汉市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的冠军奖
杯……如今， 校园足球又成为这里的一张
靓丽“名片” ———这里就是武汉市硚口
区。

整合教育资源，共建足球乐园

说起硚口区，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说起这里的汉正街， 很多人都不会陌
生。 地处武汉老城区的硚口， 一方面教育
底蕴深厚， 另一方面校园硬件设施先天不
足， 特别是运动场地， 全区64所中小学
只有6片标准运动场地。

“有场地要开展好校园足球， 没有场
地也能开展好校园足球。” 凭着这股子韧
劲， 硚口教育人“螺蛳壳里做道场”， 硬
是把校园足球开展得红红火火， “秘诀”
在哪里？

区教育局局长郑学军介绍， 硚口区将
校园足球布局定点规划与教育资源优化配
置“同步处理”， 打造六大教育组团， 每
个组团同时也是一个校园足球园区。 园区
内足球教育资源共享， 并按照学校区域分
布情况， 配套建立了小学—初中—高中完
整的足球人才输送、 竞训的对口衔接模
式。 在小升初就近入学对口分配中， 充分
考虑学生的足球特长， 搭建足球人才输送
的“绿色通道”。

同时， 硚口区教育局与相关部门合
作， 与区域内的大专院校、 驻军部队、 街
道社区加强共建关系， 借力社会资源助推
校园足球进高校、 进军营、 进家庭。

有1200多名学生的崇仁二小， 地处
商业繁华的六角街地区， 运动场地有限。
学校因地制宜， 加强小场地的基本技术训
练， 如带球、 颠球、 脚弓传球， 简单的二
过一战术。 学校借助区文体局资源， 在邻
近的六角亭体育场开展足球训练。 2014
年， 该校一次“出产” 了4名国青队球
员。

此外， 结合全民健身运动， 硚口区
委、 区政府在汉江湾体育公园建成5块标
准足球场， 3块沙滩足球场， 免费向学生
开放。

建立三级联赛，足球踢进课堂

“带球突破”， “传球”， “射门”，
“进了！” 走进位于汉正街商贸区的安徽街
小学， 虽然只有一块长28米、 宽14米的
水泥足球场， 但这里的校园足球联赛却开
展得生龙活虎， 每个孩子的脸上都写满了
快乐。

区教育局副局长胡振双介绍， 硚口区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 建立了小学、 初
中、 高中三级校级足球联赛机制， 全区中
小学常年坚持开展足球训练， 做到班有班
队、 校有校队， 每年组织学校开展足球联
赛。

近年来， 硚口区组织编写了 《硚口区
中小学足球校本课程》， 并且将足球校本
课程纳入学校体育教育工作计划， 全区中
小学每周安排一个课时落实足球校本课
程。 在足球课上， 孩子们学会了“盘、
传、 带” 等足球基本技能， 形成了中小学
生人人爱踢球， 人人会踢球， 人人踢好球

的生动局面。
师资问题一直是校园足球开展的“老

大难”。 为了加强足球教育师资队伍的培
养， 满足校园足球教学需要， 硚口区设立
专项足球基金， 用于聘用高水平的足球教
练员指导学校开展校园足球运动， 让校园
足球对接国内科学训练模式。 “到2017
年， 硚口区每所学校至少将配置1名以上
专兼职足球教师。” 区体卫艺站主任陈涛
介绍说。

丰富足球文化，造就“校园球星”

“我们大力推行校园足球， 目的不是
为了让学校争锦标， 也不是为了让学生成
为球星， 而是要让孩子们通过踢足球强身
健体， 培养他们终身运动的兴趣爱好和生
活方式。” 郑学军如是告诉记者。

多年来， 硚口区提倡学生“以健康的
体魄投入学习”， 把校园足球作为实施素
质教育的重要突破口， 以“读好书、 踢好
球、 做好人” 为理念， 突出校园足球的育

人功能。
硚口区努力打造校园足球“一校一特

色”， 校园文化的差异， 成就了学校各具特色
的足球风格。 东方红二小、 武汉四中的学生
训练刻苦， 个人能力强， 形成了“技术型”
的足球特色； 双环小学、 长丰小学、 79中、
博学初中、 一职教中心的学生身体素质好，
作风硬朗， 形成了“欧式” 足球特色； 崇仁
二小、 安徽街小学、 27中、 29中、 59中的学
生足球基本功扎实， 善于协调配合， 形成了

“渗透式” 的足球特色。 学校足球特色的形成
也造就了“一生一特长”。 学生在训练比赛之
余， 有的成为“颠球王”， 有的成为“点球杀
手”， 有的成为“小梅西”、 “女C罗”。

今年1月起实施的 《硚口区校园足球三
年 （2015—2017年） 行动计划》 明确提出，
到2017年， 全区所有中小学生都知道足球、
接触足球、 能踢足球， 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
学生达到3万人； 开展丰富多彩的足球游戏
活动和足球文艺， 全区每年举办一次足球
节， 在区域中小学形成较为浓郁的足球文化
氛围。

湖北：足球“踢”进体育课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讯员 杨保

华） 记者近日从湖北省教育厅获悉， 从本
学期起， 足球将被纳入湖北省中小学体育
教学内容， 小学和初中足球教学每周不少
于1学时， 高中每学年不少于18学时。

今年2月， 湖北省下发 《省教育厅省
体育局关于在全省学校广泛开展青少年校
园足球运动的通知》。 由湖北省教育厅牵
头的省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计划3年投
入5000万元经费， 在全省布局700所足球

特色学校。
为了促进校园足球的普及， 足球还将

被列入湖北省学生课余体育和课间体育活
动主要内容， 作为学生掌握体育基本技能
的基础项目， 纳入综合性学生运动会、 体
育竞赛和体育文化活动的重点项目， 湖北
将定期举办足球夏令营、 冬令营、 训练营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

按照全国校园足球竞赛方案， 湖北省
将组织开展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四级

联赛和市 （州）、 县 （市、 区） 以及学校
所辖三个层面的校园足球联赛。 按照不同
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 原则上小学一年级
至三年级开展4—5人制趣味性足球活动，
四年级至六年级开展7—9人制足球小场
地竞赛活动， 初中开展以9人制为主的足
球竞赛活动， 高中和高校组织开展11人
制足球竞赛活动。

该省教育厅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湖
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实施方案》， 各地结

合实际另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因地制宜开发
足球课程资源， 开设足球校本课程。 探索在
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中增设足球技能选
测项目并占相应分值的办法。

湖北省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表示， 将
推出一系列激励机制， 比如将足球基本技能
纳入学生体育课考试内容， 学生足球水平将
被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并形成档案作为
上一层级学校招生的重要参考指标， 在全省
分年度布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特别聚焦

邓世俊：
“草根足球之父”

■本报记者 程墨 实习生 汪亮亮

“虽然我没有踢到职业队， 但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 把一批有足球天赋的孩子带出
来。” 万松园路小学足球教练、 生于1972年的
邓世俊， 也曾经梦想过进入国家队。 最终由于
身体原因， 只得忍痛放弃。

1992年， 师专毕业的他回到母校———武
汉市万松园路小学， 一所老牌足球特色学校，
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到校后， 邓世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学校
领导提出申请： 从小学一年级选一批小队员，
组成“体教结合试验足球队”。 在他选出的20
多个孩子里， 现役国家队队员蒿俊闵正是其中
之一。

邓世俊带着这群孩子一练就是6年， 其间，
他们夺得了武汉市、 湖北省乃至U系列全国比
赛的多个冠军。

邓世俊这个名字， 也开始在国内足球教育
领域崭露头角。 当蒿俊闵这些队员升上初中到
武汉体工队训练的时候， 邓世俊也被借调到体
工队担任教练， 负责选拔U15以下的队员组
队， 后来他又受邀担任武汉一家职业足球俱乐
部青训队总教练。

几经辗转， 直到2007年， 再次回到阔别
10年之久的万松园小学。

此时的邓世俊， 已经获得了亚足联A级教
练员证书和亚足联足球培训讲师资格。 当时，
在国内拥有这一资格的屈指可数； 以这样的身
份投身基层足球普及教育者， 更是绝无仅有。

在邓世俊的带领下， 万松园路小学的足球
不断取得佳绩。 仅在2014年， 该校足球队就
包揽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男子U10组冠
亚军和U12组的第一名； 在“谁是球王” 比赛
中， 也以湖北省冠军的成绩出线。

非专业草根背景， 却能跻身中国一流足球
教练之列， 还被国际足联讲师郭家明称为“草
根足球之父”。

如今已然功成名就， 但在邓世俊的心里，
他的足球梦始终如一。 不管多忙， 足球基础教
育， 一直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事情。

武汉市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硚口区举行。 资料图片

中国教育报校园足球神州行采访报道组在
武汉采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