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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十条保障”条条给力校园足球
本报讯（记者 赵准胜 张婷 刘

文彧）日前，吉林省建立了以组织保障、
师资保障、 场地保障、 经费保障、 赛
事保障、 激励保障、 教学科研保障、
评价保障、 基地保障、 安全保障等
“十保障” 为重点的校园足球长效机
制， 为全省校园足球发展提供了强劲
的动力。

据了解， 吉林省长期以来就十分重
视校园足球的普及开展， 为全省校园足
球开展提供有力保障。 早在1964年，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就被国家体委列为足
球重点地区， 1993年又被确立为全国
足球改革试点区， 曾19次获得全国萌
芽杯、 贝贝杯、 幼苗杯、 希望杯等全国
比赛冠军， 并为30多所国内重点大学
输送了150多名足球运动员， 为中国足
球队培养了40余名国脚， 为全国省级
足球队输送了400多名足球运动员， 并
多次代表国家参加亚洲中学生足球锦标
赛。 近年来， 吉林省加大投入、 实施完
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音乐、 体育、 美术

器材装备项目， 各地、 县也加大投入，
积极改善校园体育设施， 各级各类学校
塑胶运动场地逐年增加。 长春市政府从
2014年开始每年投资4000万元， 用于
开展学生课后校内阳光体育和艺术特长
学习活动及“健康假期” 评比活动。
省、 地、 县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为深
入推进中小学校园足球运动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按照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文件
要求， 2009年吉林省确定了以延边和

长春为重点城市的校园足球发展战略，
并纳入当地体育、 教育发展规划。 据了
解， 吉林省的校园足球改革着力于四个
方面： 第一抓普及； 第二抓教学和训
练； 第三抓竞赛； 第四抓“一校一品”
的“1+X” 运动模式推广。 另外， 吉林
省还鼓励延边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吉
林体育学院等高校将教学实习与各地中
小学足球训练和教学相结合， 深入学校
加强指导， 提高水平， 同时， 也解决足
球师资不足的问题。 吉林大学、 延边大

学等高校有经验的体育教师还依照中小
学体育课程标准和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特
点， 正在编写新的足球课程用书， 使足
球教学内容更科学、 实用。 部分市州教
育局还将足球项目纳入中考体育加试项
目，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和学校参与校园
足球运动的积极性。

今年上半年， 延边州被教育部确立
为三个“全国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之
一， 同时， 吉林省还申报全国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171所,选派了一批教育行政

领导和县政府领导及足球特色学校校长
参加国家级培训， 年内还将组织10名校
园足球教练员赴法国留学进修， 以提升
校园足球改革的创新能力。 教育厅体卫
艺处处长刘强强调： “引导更多的学校
开展足球教学和足球竞赛， 吸引更多的
学生参与足球运动， 目的是实现校园足
球的育人、 健身、 引领其他体育运动的
三大功能， 最终达到青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和培养全面发展的青少年足球
后备人才的战略目标。”

■人物特写■特别聚焦

体教结合，构建普及与提高训练体系———

延吉：校校有球队 人人爱踢球
■本报记者 赵准胜 刘文彧

通讯员 黄泽峰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足球运动
始于20世纪初。 因为悠久的历史渊
源，足球已深深融入到延边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生活中。 1964年，延边
朝鲜族自治州被国家体委列为全国
16个足球重点地区之一，1993年又
被确立为全国12个足球改革试点
地区。 作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
府，延吉市的足球运动员人才济济，
20世纪50年代至今，陆续为中国国
家队培养出40余名国字号运动员。

班班有球队， 天天有活
动，人人爱足球

足球运动在延吉市具有广泛的
群众基础，深受青少年喜爱。 目前，
延吉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5所，体
育教师215人， 其中足球专业教师
91名，占体育教师总数的43%。每一
所学校都有足球专业的体育教师，
也都有足球场地， 为校园足球的开
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全市80%以
上的学校将足球作为每天一小时大
课间活动的主要内容， 部分学校还
自编了足球韵律操，并在全校普及。

延吉市建工小学有3项足球比
赛。上半年举行“校长杯”集中赛；下
半年举办全校年度足球联赛； 而周
末的年级足球挑战赛要贯穿全年，
形成了“班班有球队、天天有活动、
人人爱足球”的局面。

截至2014年底， 延吉市共有
足球特色学校8所， 各足球特色学
校由足球专业的体育教师担任教
练。 同时， 各特色学校都成立了以
校长为组长的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
组， 不断加大对校园足球的资金投
入。 据统计， 各特色学校每年在场
地、 器材、 训练和比赛中的投入达
10万元以上。

由于冬季特别寒冷， 延吉市足
球训练冬季无法开展， 因此，2005
年起各特色学校自筹资金赴广西北
海足球基地进行训练。 针对这一情
况，2012年市教育局协调相关部门
筹措资金20余万元，组织多名热爱
足球、 品学兼优的中小学足球运动
员赴广西北海开展为期40天的冬

季训练营活动。 2014年全市参加冬
季足球训练营的学生达143名，市
教育局又筹措资金40余万元，确保
了冬季训练营的正常进行。

赛前有准备， 赛中有创
作， 赛后有评论

随着学校足球活动的普及化、
常规化、 规范化， 足球精神也渗透
于学校的各项教育活动中， 实现了
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

“首先是学生们懂得了足球礼
仪，每场足球赛，小运动员们都遵循
标准化的足球礼仪。”延吉市五中校
长尹景丹告诉记者，“每场比赛我们
都会评出最佳阵容、最佳球员、最佳
守门员和最佳指导， 无论是运动员
还是观众，都能受到‘规则、礼貌、诚
信、 公正’ 等价值观教育。”

不仅如此， 每年的足球大联
赛， 各学校各班级赛前都要设计和
征集队名、 队标、 队旗， 赛中进行
专题绘画和摄影创作， 赛后还要进
行观赛征文和赛后评论等活动。

“多年积淀下来了阳光、 自信、
开朗、 向上的体育精神， 提升了学
校管理水平， 丰富了学校内涵， 成
就了我校的特色和校园文化。” 延
吉市建工小学校长李顺福说。 按照
不同年龄段学生足球技能标准， 延
吉市建工小学还编写了低年段和高
年段两套足球校本教材， 并纳入学
校教学计划。 通过体育课、 校本
课， 保证了学生在校期间的足球总
课时达到380学时。 另外， 学校每
天还安排了20分钟的阳光足球活
动， 即5分钟足球操和15分钟不同
学年段的足球活动。

体教结合，政策引导，建
构新体系

早在1995年，延边州便提出了
“主动结合、紧密结合、有效结合、创
新结合”的思路和方向，通过足球开
始了体教结合之路， 在体教结合工
作中，举办多种形式的足球赛，随之
相继出现了业余体校和业余俱乐部
等各类足球组织， 使全市校园足球

得到了蓬勃发展。
2008年5月， 延边州教育局在初

中毕业体育考试中设立了足球科目选
项， 使足球成为高中升学考试的重要
科目。同时，出台了足球特色学校跨区
域招生、中考体育免试、降分录取等政
策， 极大地调动了全市广大学生参与
校园足球的积极性。

为深入推进校园足球， 延吉市政
府研究制定了 《延吉市校园足球三年
发展规划》， 明确了延吉市发展校园
足球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我们
坚持以‘普及+提高+特色’ 为建设
思路， 以‘政府主导、 行政推动、 分
段实施、 全面推广’ 为工作策略， 全
面推进校园足球工作。” 延吉市教育
局副局长石林说。

据了解， 延吉市政府通过多种途
径， 充分吸收社会资源， 筹措建立了
校园足球学生奖学金制度， 对长期从
事足球训练的优秀学生进行奖励。 并
且不断加强校园足球安全责任意识和
防范能力，制定了安全防范规章制度。

另外， 延吉市始终把加强校园足

球教练员队伍建设作为开展校园足球
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教育局协调人
社局、编办等部门，在体育教师招聘方
面为足球专业教师开辟“绿色通道”。
2012—2014年共招聘足球专业体育
教师26名，壮大了校园足球教练员的
队伍。

为提高校园足球教练员队伍素
质，市体育、教育行政部门举办多期教
练员培训班， 聘请体校专业足球教练
到部分学校进行现场指导， 并积极选
派教练参加州级、 国家级培训。 采用
多种方式提升现有体育教师足球教学
实践能力， 把足球纳入与延边大学地
校合作战略。 多层次培养专业人才，
加强各类足球职业教育， 多渠道培养
复合型足球运动应用人才。

记者通过采访发现， 延吉市的校
园足球实现了“四个融合”： 即课堂
教学与课外活动相融合、 校内训练与
校外训练相融合、 个别辅导与集中指
导相融合、 长期训练与短期集训相融
合， 由此全方位构建了适合延吉市校
园足球普及与提高的训练体系。

伤退球员
圆梦校园绿茵场
———记延吉市第五中学足球队主教练梁吉哲

■本报记者 赵准胜 刘文彧

2015年初， 随着延吉市第五中学足球队挺进
2014“谁是球王” 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青少组全
国八强， 古铜色皮肤、 中等身材， 每天陪着孩子一
起哭一起笑的梁吉哲走进人们的视野。

1980年出生的梁吉哲曾是专业的足球运动员，
1999年师从李虎恩在延边足球队打专业比赛。 2000
年在一场比赛中，梁吉哲膝部粉碎性骨折，残酷的事
实宣判了他专业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此终结。 带着
无限遗憾，梁吉哲选择退役，进入延边大学学习。

为梦想重建校园足球队
2006年大学毕业后，梁吉哲通过考试应聘当上

一名体育教师。虽然职业变了，但令梁吉哲庆幸的是
从事体育教学工作每天还可以接触到心爱的足球，
这就意味着自己心底的足球梦还没有完全破灭。 延
吉市第五中学浓郁的足球文化、辉煌的足球历史，令
梁吉哲全身充满了力量。他开始对职业进行规划，暗
下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实现心中的足球梦……

明确了目标， 梁吉哲做的第一步就是招兵买
马。 他一边在学校学生中挖掘有潜能的苗子队员，
一边到全市各个小学预约招生。 为了选拔综合素质
好的运动员， 他经常往返于龙井、 图们等地招生。
外地学生遇到食宿问题， 他就带到家里吃住； 为了
进行全面系统的训练， 他自费为运动员买训练工
具、 训练装备。 为了确保整个校园足球队的延续
性， 足球队招生之初， 梁吉哲就率先从新生入手，
给每个学年段的运动员分组。 经过三年的努力， 截
至2010年， 五中足球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20
余名运动员的队伍。 为了让运动员训练形成制度
化， 梁吉哲推行了校园足球队长效机制， 规定每天
下午2：30至放学为球队训练时间。 另外， 每个暑
假、 寒假， 梁吉哲还带着学生开展封闭集训。

“球队发展到今天， 当然离不开校领导的支
持。” 梁吉哲说， “学校几任领导， 都非常重视学
校足球队建设。” 经过8年的积淀， 目前延吉市五中
足球队已经形成了自己特点， 足球队专业基础功夫
非常扎实。 在队员训练上， 梁吉哲非常重视队员身
体协调性和脚法、 腿法以及作战思路的培养。 梁吉
哲认为， 青少年踢足球不是单纯的穿上球鞋拼体
格， 而是带着智慧带着思考去踢球。 如果一味强调
体力、 耐心培训， 那么孩子的足球生涯很难走远。

“初中阶段， 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的基础培养阶段，
犹如盖楼房的打地基阶段， 只有这个阶段做扎实，
未来的路才能走得更长更远。” 梁吉哲说。

球队训练也须“高效”
“可以说五中校园足球队是梁吉哲一手带出来

的， 每个运动员的成长路上都洒满了梁吉哲艰辛的
汗水， 每个奖牌背后都记录着梁吉哲的默默付出。”
五中校长尹景丹说： “在球队训练上， 梁指导还善
于用学校的高效课堂模式进行指导。” 对此， 梁吉
哲也深有体会。 原来， “绿茵梦之队” 之前经常在
关键比赛中“掉链子”， 明明技术、 战术都占优势，
却因为心理因素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 “你看国外
的球员， 在比赛中大声喊战术， 越是重要的比赛越
兴奋， 往往就能发挥出120%的战斗力。 我们的学
生比较内向， 遇到重要的比赛， 心理压力大， 畏首
畏尾， 自然发挥不好。” 梁吉哲边分析原因边说，

“我可以教他们技术、 战术， 但心理素质的培养却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在高效课堂中， 学生们大胆
发言、 密切配合， 自信心与沟通能力提高了许多，
这在足球比赛中非常重要， 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如今， “绿茵梦之队” 足球社团是五中最庞
大、 最引人注目的社团， 如何有效提升每个社团成
员的足球技能， 开展丰富的足球社团活动呢？ 梁指
导说： “每个年级都有球队， 我们充分利用这些

‘小教练’ 资源来带动广大社团成员， 我只给‘小
教练’ 提供‘大纲’ 和思路， 然后在场边当顾问，

‘小教练’ 们都很自觉， 也很有耐心， 最重要的是
他们通过社团活动认识到训练效率的重要性。”

就这样， 因伤退役的梁吉哲在校园绿茵场不断
延续着他的足球梦……

压题图片：梁吉哲在指导学生训练。（资料图片）

长春市净月区学生家长，对校园足球从“恼火”到“感激”———

“多亏了学校的坚持”
■本报记者 张婷 赵准胜

9岁的闫可欣就读于长春市净
月区新城大街小学。 小姑娘十分喜
爱足球，一下课，就围在足球教练身
边讨教。这个学期，学校新发的足球
已经被她踢烂了。“我想当校队队
长。 ”闫可欣悄悄告诉记者。

闫可欣是山东人。几年前，他的
爸爸和妈妈来到长春， 靠打工维持
生活，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
对自己的孩子能成为学校的小球
星，可欣妈妈王艳秋赞不绝口。

如今， 校园足球是净月区教育
的一张“名片”。 不只是新城大街小
学，全区16所公办中小学都成立了
学校校园足球队。 全国2万所足球
特色校，净月区占了其中的3所。

“9年前， 我们想推广校园足球
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足球能像今天
这么火。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为
了让孩子有个好身体。”净月区社会
发展局教育科科长吴明丽笑着说。

话还得从2006年的一次课堂
抽查说起。那年冬天，区教研中心对

全区的体育课堂教学进行抽查，结
果很不乐观。长春的冬天特别冷，开
展户外运动比较困难。 许多学校干
脆就把体育课停了， 改在班里自习
或是上主课。

体育课开展不起来并非小事。
区教研中心主任王大亮通过分析发
现， 净月区孩子的身体素质明显低
于全国水平， 无论是肺活量还是耐
力，相差不少。

如何调动起学校和教师开展体
育课的热情？ 区教研中心想了一个
高招：举办全区校园足球联赛。比赛
不是为了培养尖子，而是强调普及，
让冬天的体育课开起来， 让更多的
孩子跑起来。

2007年，全区首届“校园足球
赛暨体育课堂验收活动”如期召开。
区里规定， 每支校园足球队一半的
参赛队员， 需由大赛组委会抽签决
定，保障比赛的普及性。

比赛开始了， 但问题马上也来
了。由于足球训练整体水平不高，孩
子们在赛场上状况百出： 有的是一
窝蜂地抢球，五六个人滚成了一团；

有的是违规不断， 连基本的足球规
则都没搞清楚； 更严重的是， 比赛
中， 有孩子在冲撞中受伤了、 流血
了。

家长一下就恼了，“我们孩子受
伤了，你们谁负得起责”；有的校长
也不干了，“学校的任务是升学，花
这么多精力让孩子踢球有什么用”。

那段时间， 区教研中心的压力
特别大。 到底要不要继续推广校园
足球， 冬天强调户外运动是不是错
了，该不该加大体育课的运动量，这
些问题困扰着教研员们。

此时， 区领导给教研员们吃了
一颗定心丸： 身体素质是孩子的未
来，不能为了成绩，不要身体。 放心
做吧，要做，就做出个样子来。

停滞的校园足球又开展起来
了。 当教研员看到孩子们在雪地里
踢球时的兴奋劲儿时， 也憋不住跑
入雪地，与孩子们滚在了一起。

缺少训练，不懂规则，那就从头
做起，手把手培训教师。区里新出台
了校园足球赛规则， 强调技术和战
术，禁止铲球，禁止激烈的冲撞，连

高抬腿都是禁止的；在体育教学中，强
调足球的趣味性，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
其中，提高孩子们的足球水平。

王大亮到每一所学校去听课，我
带着体育老师研究怎样教好足球课。
在他看来，校园足球赛不是竞技体育，
不允许学校加班加点训练， 而是要向
45分钟要质量。 不要刻板地只注重动
作的传授，而是要让孩子们用脑踢球，
理解足球的魅力。

体育老师的课堂在悄然变化。 第
五十五中学杜吉勇老师慢慢摸索到了
足球教学的关键点， 他将足球比赛改
造成传球、运球游戏，在娱乐中加强基
本功练习。他还搞起了五人制足球赛，
四名男生带一名女生， 女孩子再也不
会被排除在外。

随着孩子参与度的提高， 他们渐
渐能对足球提出自己的想法了， 有的
甚至能和老师讨论战略战术了。

杜老师的经验很快在全区推广。
老师在精心教，学生在认真学。新城大
街小学周凤军老师很快发现， 有的孩
子竟能在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这
在原来是从没有过的。

扎实的课堂教学， 让教研员和老
师们有了信心。到第二届足球联赛时，
孩子们的动作规范了， 比赛也有战术
了，受伤大大减少了。

看到孩子们的体格越来越棒，原
来反对的家长和校长， 也积极鼓励孩
子踢足球了。

这些年，区里不断加大投入，为学
校铺上了人工草坪， 引进高水平足球
师资，给比赛增加经费，都推动着校园
足球的发展。 为了让足球苗子更好地
发展，净月区还成立了小、中、高足球
俱乐部，打通了足球人才培养通道。

在一年一次的校园足球联赛中，
小队员的水平稳步提升， 荣誉和成绩
也接踵而至。 先是有小队员不断被星
探发现， 成为专业队的签约队员；后
来，在全市和全省的比赛中，净月的校
园足球也常常拿到冠军。最后，成为全
省代表，捧回了全国大赛的桂冠。

校园足球也唤醒了净月的体育教
育。 除了足球， 全区学校开展了三门
球、花式跳绳、排球等多个特色项目。
家长杨胡月感慨地说：“多亏了学校的
坚持，才给孩子打好了身体的底子。 ”

延吉市建工
小学组织低年级
的五人制比赛现
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