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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十分重视校园足球工作，
早在2014年11月，在全省切实保证
中小学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现
场推进会上， 就对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进行了
及时传达， 并要求各地今后要以校
园足球为抓手， 结合全省正在推进
的其他体育工作， 下大力提高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发展校园体育事业。
全省力争在校园足球项目学校建设

方面，建设一批、巩固一批、提高一批。
对于校园足球工作， 河北省有较
为良好的基础。 邯郸市一中、 秦皇岛
市七中、 保定市一中、 任丘市二中的
女子足球在国内比赛中都取得过上佳
成绩， 长期以来， 有一大批中小学足
球队活跃在校园中。 全省在石家庄、
秦皇岛两市被国家确定为首批青少年
足球布局城市基础上， 如今已经扩充
至8个布局城市。 现有的227所校园

足球项目点学校基础设施完备， 校园
足球活动有声有色， 各级各类足球赛
事精彩纷呈。
今年年初， 河北在全省范围内进
行了校园足球基本情况调查， 对足球
场地、 师资及过去五年校园足球项目
点学校的足球教学、 足球队建设、 经
费投入等进行了全面摸底和深入调
研， 并组织进行了校园足球特色校及
特色县 （市、 区） 的申报工作。 经权

张家口市南菜园小学：
衡， 河北向教育部推荐542所中小学
作为足球特色学校， 将石家庄市长安
区、 秦皇岛市海港区和张家口市桥西
区作为校园足球特色区域试点。
据悉， 今年， 河北省将在校园足
球工作领导小组协调筹划下， 举办全
省高中生、 大学生两级男子足球比
赛， 为今后整体推进校园足球工作和
开展实施小学生、 初中生、 高中生和
大学生四级联赛奠定基础。

■特别聚焦

借力奥运、 完备联赛、 强化师资

秦皇岛：足球精灵跃动海滨之城
■本报记者

周洪松

左脚背拨球，右脚内侧扣回，连续
通过四个训练钉桩后起脚射门。 流畅
协调的动作让操场上一个面孔黝黑的
小伙儿格外引人瞩目。
他叫阿拉帕提， 是秦皇岛市第十
中学的一名初二学生， 父母是新疆来
该市务工人员。刚到学校时，阿拉帕提
全城不认识几个人，很是孤独寂寞。自
从爱踢足球的他入选校足球队， 他的
生活因小小足球而改变， 不仅交上了
好多朋友， 还成了校园里同学们追捧
的“小明星”。
多年来， 作为国家青少年校园足
球布局城市之一， 河北省秦皇岛市大
力在中小学开展校园足球活动。 像小
阿拉帕提一样，校园足球，为港城广大
青少年带来了快乐， 给他们的健康成
长增添了别样的风采。

但凭东风好借力
奥运会掀起足球热潮
位于渤海之滨的港城秦皇岛风光
秀丽、气候凉爽，是全国闻名的避暑圣
地。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又给了足球
兴盛于校园的一个助推。
那是在2006年，秦皇岛被确定为
北京奥运会协办城市，12场奥运足球
赛事将在港城举办。 消息传来的那一
刻， 用当地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一句
话说， 就是“港城沸腾了”， 奥运、
足球，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街头热议的
话题。
奥运赛事期间， 不仅秦皇岛市一
中、 市七中、 北戴河育花路小学、 山
海关南园中学等九所学校被奥组委、
教育部、 河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奥林
匹克教育示范校， 带动全市中小学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该市还
通过教育计划门票申购发售、 赛前组
织筹备与培训、 组织学生代表亲临奥
运盛会等环节圆满完成了安全文明观
赛工作， 达到了爱国主义教育、 文明
礼仪教育、 安全教育的奥林匹克教育
目的。 据统计， 全市中小学生观赛共
六天六场次， 观赛师生总数达26100
人次。
开展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活动
和组织观看奥运足球赛， 使更多的孩
子爱上了足球， 在秦皇岛这座小城刮
起了一股足球风暴。 一时间， 足球运

动成为了全市广大青少年深爱的一
项体育运动， 校园内、 校际间足球
比赛丰富多彩， 为校园足球开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借助这阵阵东风， 秦皇岛市的
中小学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得风风火
火、 有声有色。 据2014年的统计
数据显示， 秦皇岛市注册青少年足
球运动员近1100人， 全年组织青
少年市级足球联赛近500场， 共有
42个足球定点学校参加， 参赛人
数达到1058人。
足球， 如今已经成为了港城中
小学生参与最广、 喜爱最深的第一
校园体育运动项目。

万紫千红总是春
足球给健康增添色彩
浓厚的足球环境和竞赛氛围，
让秦皇岛市青少年足球竞技水平有
了显著提高。
2013年，市七中足球队代表秦
皇岛市参加在长春市举行的东北、
华北赛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
杯赛， 最终以五战五胜的战绩与大
连队并列东北、 华北赛区第一名，
获得本赛季一等奖； 2014年， 市
一中女子足球队在全国中学生女子
足球锦标赛中获第三名； 在2014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比赛
中， 秦皇岛市第七中学男、 女足分
获第四名和第一名； 北戴河海北路
小学男足获河北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比赛第三名。 2014年， 该市共向
河北省足球队输送6名运动员。
“其实， 这些不过是开展校园
足球活动的‘副产品’。 除了竞技
体育取得好成绩， 更重要的是， 足
球给广大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增添了
更多的色彩。” 秦皇岛市海港区耀
华小学校长王艳秋说。
耀华小学是秦皇岛首批足球特
色校， 在大课间活动中融入足球元
素是该校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一张
靓丽名片。 一到铃声响起， 只见全
校的同学人手一个足球， 迅速到操
场上列队集合。 伴随着欢快的音乐
和指令， 孩子们做起本校老师自创
的足球操， 踏步练习、 弓步举球、
原地侧踢、 跳跃运动、 蹲起运动，
一个个动作整齐连贯， 小小足球在
孩子们脚下旋转滚动， 张张笑脸在

足球已成秦皇岛市校园第一运动。
阳光下分外动人。
“我们开展校园足球活动， 不着
眼于锦标夺冠， 让孩子们强健身心，
玩出精气神， 才是最大的收获所在。”
王艳秋对记者说。 在这一点上， 快言
快语的迎秋里小学校长刘清文和王艳
秋观点一致： “开展校园足球， 除了
培养高水平运动员， 让孩子提高身体
素质， 让团结协作精神影响孩子成
长， 同样是重要目标。”
从2009年着力开展足球特色项
目至今， 耀华小学校园足球活动的
“副产品” 成果颇丰： 除了校足球队
连年在各级比赛中亮相、出彩，还先后
有多名同学被省队招录。

风物长宜放眼量
机制创新是兴盛奥秘
“我市第一批已申报足球特色中
小学校44所，并推荐海港区申报了校
园足球试点县区。 今后， 我市将根据
联赛要求， 有计划地扩大高中足球特
色校及各县足球特色校数量， 重点扶
持各县区涌现出的足球特色学校， 以
点带面推动校园足球普及。” 在刚刚
举行的秦皇岛市本年度青少年校园足
球活动启动仪式上， 副市长廉茹艳对
与会的教育局负责同志和各中小学校
长说。
根据规划， 今后秦皇岛将把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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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学校体育课程教学体系， 作为体
育课必修内容， 为学生提供学习足球
的机会； 将把足球活动纳入阳光体育
运动， 逐渐掀起中小学生参加校园足
球活动的热潮； 将通过各种形式、 多
种渠道引导学生体验足球运动， 培养
足球兴趣爱好， 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学
练足球。
建立稳定的市级、 县区级、 校级
联赛机制， 是秦皇岛市开展校园足球
活动的主要抓手。 根据部署， 该市将
进一步建立健全校园足球课余训练制
度和代表队建设制度， 积极引导学校
广泛开展足球课余训练工作， 科学制
定训练计划， 积极组建足球代表队，
为喜欢足球和有足球特长的学生提供
训练机会， 妥善处理好训练与学习之
间的关系。 大力开展多层次、 多样化
的校园足球竞赛，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
组织班级、 年级联赛， 以及校际邀请
赛、 对抗赛等竞赛交流活动。 “按照
全国校园足球竞赛方案， 要组织小
学、 初中、 高中三级联赛， 我们加上
大学， 形成四级联赛制度。 目前我们
已经获得市级财政专项经费55万元，
用于即将举办的四级联赛及其他校园
足球活动。” 秦皇岛市教育局局长李
增文说。
对于机制建设， 校园足球传统强
校市七中更有发言权。 “眼光放长
远， 完善制度建设、 形成长效机制，

才是校园足球兴盛发展、 取得成绩的
重中之重。” 该校副校长岳坤认为，
“首先是师资队伍建设。 我校之所以
近年来足球队取得佳绩， 就得益于从
体工队转业来的专业足球队员雷少青
老师的专业指导。 据我所知， 其他学
校有专业背景的足球教师很少见。”
此时， 雷少青正在操场上指导学生进
行“四对五” 分组对抗。 “橙队一二
一、 白队一三一， 保持阵型， 注意倒
脚。 后场不要超过两脚球。” 雷少青
的高声教导尽显专业范儿。
“要想联赛多出高水平运 动 员 ，
校队球员出口是一个问题。 队员小学
升初中， 初中进高中， 各地都可以制
定相应政策。 但高中进大学， 还是一
个难以突破的关口。 另外， 需要真金
白银投入的草坪等基础设施建设也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 岳坤说。
“踢足球， 会涉及到学生运动损
伤等意外， 所以运动安全防范机制同
样不容忽视。” 燕秀里小学校长刘秋
玲认为。
对此， 秦 皇 岛 市 已 经 决 定 将 多
渠道配备师资， 通过教师招聘， 在
岗教师培训等方式提升体育教师足
球教学实践能力。 秦皇岛市要求县
区级校园足球经费要列入县区级政
府年度财政预算， 今年暑期， 市里
也对全市体育教师集中进行足球教
学技能培训。

那就先“立威”。第一堂课，张硕便
用他过硬的足球基本功征服了小队员
们：颠球，盘带，过人，射门一系列精彩
的动作让学生们从内心信服了这位
“小教练”。通过技术对抗，球队里有相
当足球基础的后卫赵旭阳也输得心服
口服。
语言交 流 同 样 是 张 硕 面 对 的 难
题。通过和学校负责老师沟通，张硕了
解到对于听障队员， 身体语言比书面
语言更有效， 听障孩子的模仿能力更
强。 他就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为队员
们做动作示范。平时，张硕总是随身带
一块战术板，战术布置时无法沟通，他
就不停地写写画画，为队员摆阵，直到
队员明白战术意图。
2012年，张春武带队参加全国听
障青少年足球比赛时， 球队第一守门
员葛东平在赛前出现了心理波动，训
练不积极，甚至行为懈怠。张春武知道

他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比赛，心
理压力过重，想赢怕输，就在训练时对
他进行单独指导。在正式比赛时，前两
场不让他上场， 把他摁到板凳席。 果
然，葛东平忍不住了，主动请缨上场。
一上场，他就表现神勇，一场比一场状
态好， 为球队最后取得全国第三做出
了突出贡献。“感谢张老师，没有您的
悉心教导，我走不到今天。 ”去年教师
节， 已经在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读
书的葛东平对张春武表达着自己的深
深谢意。
就这样，没有报酬，张春武和张硕
这对师徒组合指导孩子们度过了一个
又一个春夏秋冬， 将自己的心血无私
奉献给这些残缺花蕾。“看到球队取得
好成绩，看到孩子们阳光的笑脸，看到
他们也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圆自己的足
球梦，我们无比欣慰。 这些，要比金钱
更重要。 ”张春武说。

■典型人物

面对听障学生， 保定师徒教练张春武、张硕：

汗水浇灌残缺花蕾
■本报记者

周洪松

正值炎炎夏日，又到了周四下午。
保定特教中心的简易操场上， 一群孩
子在挥汗如雨地练习足球。
在操场一角， 正在进行的是守门
员专项练习。 嘭！ 起脚。 啪！ 接球。 嘭！
再起一脚，球脱手……
只见一名教练走上前，没有言语，
而是“指手画脚”地纠正守门员动作要
领。因为，包括守门员在内的这些大大
小小的孩子，耳朵听不到一丝声音，他
们全都是听障少年。
这个教练叫张春武， 保定学院体
育教育足球专业教授。数年来，张春武
和自己的弟子张硕一直共同义务指导
培训保定特教中心足球队。 2013年，
师徒俩带着这所学校足球队参加首届
全国听障青少年足球比赛，勇夺铜牌。
2014年，指导球队参加河北省第八届

残运会，将冠军奖杯收入囊中。球队
主力葛东平通过足球专业特招，被
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录取， 圆了
自己的大学梦。 队员高建不仅考入
中州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现如今已
司职中国英利聋人足球队主 力 后
卫，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
“更要的是，张春武教授和张硕
老师带我校足球队以来， 这些原本
内心封闭的孩子们团队协作意识强
了， 并逐渐养成了良 好 的 行 为 习
惯。 ”保定特教中心校长杨卫国说。
保定特 教 中 心 成 立 于 2007年
10月12日，由原保定市南市区聋哑
学校和北市区育智学校合并而成。
学校里的听障孩子占到学生总数的
近半数。建校伊始，走马上任的杨卫
国和学校班子就制定了“艺体两翼，
特色发展， 搭建残障孩子健康成长
平台”的办学思路与目标。成立由听

障孩子组成的足球队， 是该校中心工
作内容之一。
组建球队，队员不成问题，孩子们
参与热情很高。 但是， 谁来教这些孩
子，让杨卫国犯了愁。学校虽有体育教
师，但都没有足球专业背景。这可如何
是好？
得知学校情况，张春武欣然同意，
义务指导这些孩子。不久，他的学生张
硕也成为志愿者教练员， 并逐渐顶起
了带队训练的大梁。 之后，每到周二、
周四下午， 师徒俩就会驱车来到特教
中心， 和中心足球队的孩子们奔跑在
球场上。
一开始，还是在校大学生的张硕，
带听障孩子练球真遇到了麻烦： 一是
自己太年轻，不少孩子和他年龄相仿，
“压不住阵”；二是教这些孩子，语言不
通，在技术讲解时，队员们很难理解，
“有劲儿使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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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验

河北：五年拟建千所足球特色校
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 日前，
河北省正式成立由副省长许宁任组长
的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 并研究制
定全省校园足球五年发展规划。 按照
规划， 五年内， 河北将在全省现有的
8个校园足球布局城市和227个校园
足球项目点学校基础上， 实现发展建
设100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每个
设 区 市 都 有 校 园 足 球 特 色 县 （市 、
区）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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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足球教学
师生全员参与
■本报记者

周洪松

走进位于山城张家口市中心清水河畔的南
菜园小学， 整洁的塑胶操场上， 一群小足球运
动员正在教练指导下挥汗如雨， 他们快乐的笑
声给校园增添了生机与活力。
多年来， 南菜园小学以普及足球课程孕育
学校足球特色文化， 足球教学活动在学生的成
长成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 当年以占菜
地建校而得名的南菜园小学， 又因足球运动特
色在当地闻名遐迩。
足球教学被列为校本课程， 使足球教学实
现规范性、 全员性。
南菜园小学是较早一批省级足球项目校。
早在2008年， 该校就在3—6年级开设了足球
课程， 进行少儿足球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的
研究。
“作为学校力推的一个运动项目， 足球教
育不应该只培养少数特长生， 而要面向全体学
生。” 校长李玉芬说。 为此， 该校在2009年将
足球教学教材化， 将其正式列为校本教材。
长期以来， 南菜园小学将足球作为办学
“品牌” 列入学校发展规划， 创建了足球训练
基地。 在办学中全力推进健康第一， 全面实践
“我运动、 我健康、 我快乐” 的运动目标。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该校探索出“以学
生为主体，以教师为指导，以活动为主线，以身
心健康为宗旨”的足球活动课课堂教学模式。他
们把教学与比赛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
竞争意识；注重课堂教学与课外练习结合、校内
训练与校外实践结合、 集中指导与个别辅导结
合、长期业训与临战集训结合。 每学期，学校都
会以班级、年级为单位，举行基本功赛、五人制、
七人制小足球比赛，人人均能参与其中，最终实
现了足球运动在全校的普及。
现如今， 该校二年级以上各班都组建有
男、 女足球队。 踢足球， 已经成为了该校丰富
全体学生生活、 强健学生体魄， 培养学生竞争
意识最具群众基础的一项运动。
除了操场、 足球场、 风雨训练活动室等硬
件建设， 高水平师资是创建足球特色学校更重
要的条件与保障。
南菜园小学的4名体育教师都是体育专业
科班出身， 在开展足球教学活动中， 他们在教
研组互助互学， 经常观摩市体校少年足球队的
训练， 研究国内外足球比赛录像， 探讨科学的
训练方法， 根据学生不同层次制定出贯穿全年
的单元训练计划。
不仅如此， 多年来， 他们还克服生活、 工
作上的困难， 全身心投入到学校足球教学中。
担任校女足教练的梁月清老师已年近50
岁。 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她三十年如一日，每天
带小队员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业余训练。上学前、
放学后，节假日里，训练场上她和孩子们摸爬滚
打、切磋球技。 每天晨光微曦，她经常第一个出
现在学校；日暮星初，她最后一个离开操场。
体育组另一位老师武俊海经验丰富， 不管
哪项工作都脚踏实地、 尽心尽责， 学校各项体
育比赛， 不论是风雨中、 烈日下总见他忙碌奔
波的身影。 还有工作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勤
勤恳恳的杨志刚老师和默默奉献、 团结协作的
胡刚老师。 他们除了每天上好体育课、 指导上
下午的大课间活动外， 还要坚持领着学生们进
行一个多小时的足球训练， 无论严寒酷暑、 刮
风下雨， 从未间断。
“创建足球特色学校， 离不开他们的专业
敬业、 辛勤耕耘。” 李玉芬说。
“没有武俊海等几位老师的细心栽培和鼓
励， 我可能不会取得今天的成绩。” 从山城走
出、 曾经是国家女足主力队员的刘亚莉至今对
南菜园小学的恩师心存感激。
多年来， 足球运动的普及使南菜园小学呈
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气象， 逐渐形成了吃苦耐
劳、 勇于拼搏、 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
2009年， 南菜园小学又被设为张家口市
小学体育教科研基地， 2010年经国家体育总
局批准成立了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在此基础上， 在“全面发展打基础， 发挥
特长育人才” 的指导思想下， 全校体育工作取
得了骄人成绩， 成为名符其实的体育人才培养
基地。 一些素质好、 有潜力的好苗子脱颖而
出， 为校足球队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学
校男女足球队共获20次市冠军、 7次省冠军。
该校先后培养出白洁、 刘亚莉、 张娜、 王丽四
名国家级足球运动员， 向省、 市输送80多名
足球运动员。
不仅如此， 南菜园小学足球教育的特色发
展， 促进与提升了学校的体育普及工作。 学校
全体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活动成为常态。 除
每学期举行一次足球赛外， 每月都有一次竞赛
活动， 这样不仅增强了学生体质， 陶冶了情
操， 密切了师生关系， 也培养了学生勇于拼搏
的性格、 集体主义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
“三年前， 我身体又瘦又小， 体弱多病，
打针吃药成了家常便饭。 后来我参加了校足球
队， 不仅变得又高又壮， 还养成了不服输的性
格。 我喜欢上了足球， 它不仅为我带来了健
康， 让我体会到了快乐， 还让我明白了许多道
理。” 六年级四班的徐轩说。
近十年， 在区田径运动会上， 该校女队八
次获得第一名， 男队也多次获得第一名和第二
名的好成绩； 全校学生的体育达标率历年来均
在98%以上， 优秀率超过了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