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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足联“中国足球展望计
划”试点城市和首批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布局城市之一，早在 2007
年，南京市就已经开始着力发展校
园足球。2015 年，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遴选名单
中，南京有 78 所中小学入围，雨花
台区则成为全国试点区。

“足球不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
种文化，一种精神。对于培养孩子
的行为习惯、坚强意志、沟通能
力、责任心、抗挫折能力、决策力
都很有帮组。1988 年，我们学校就
招收足球学前班，绿茵场上孩子们
踢球的身影永远是学校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虽然是一名女校长，但南
京市小营小学校长毛丽平对足球的

“教育功效”却有着深刻理解。
在南京市中小学，对于如何看

待校园足球，跟毛丽萍有着同样想
法的校长不在少数。正是在这样的
理念引领下，如今，南京市校园足
球的发展蓬勃有力，通过“教体结
合”体制，不断强化专业师资队伍
建设，坚持普及与提高并重，重在
培养学生的足球兴趣，为校园足球
的健康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个一点”化解足球
师资缺乏困难

“南京市中学生对教师在足球教
学方面的能力评价较低。其中在讲
解、示范方面评价为‘一般以下’
的分别占 72.74%和 73.47%”，这是
2014 年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宁
分校教师杜柏对南京市十所中学校
园足球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后得到的
结果。“从目前来看，专业师资力量
的不足确实是制约校园足球健康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突破这个
瓶颈，我们在足球专业师资的培养
和引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南京市
教育局副局长张利明说。

2015 年 2 月份，南京市教育局
联合体育局，举办了南京市校园足
球系列培训第一期教练员培训班。
培训班精心设计了足球游戏与小型
比赛、5 人制足球、足球训练课组
织与设计等 10 个教学专题，为来自
一线的中小学体育教师们讲解校园
足球的理论与实际操作。除了教师
培训，南京还先后开展了多期校园
足球裁判员和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校
长专项培训，努力做好校园足球长
远发展的“人才储备”工作。

为保证每个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配置 1 名以上专职足球教师，最大
限度解决足球师资缺乏的问题，南
京市想出了四个“一点”的办法：
倾斜一点，新招聘的教师适当向足
球人才倾斜；转入一点，鼓励现有
体育教师和有足球特长的其他学科
教师任教，任教足球课程计入教师
工作量；留住一点，从退休教师中
返聘部分师资力量；引入一点，聘
用优秀退役运动员承担校园足球课
余训练、球队教练、比赛裁判和赛
事组织等工作，聘请现役运动员、
教练员和足球专业的大学生担任学
校的足球社会指导员。

学校校长们也是“各显神通”，
尽可能地提高足球教练们的待遇水
平。在南京市弘光中学，学校保证
体育教师在评优评比、工资待遇、
职务评聘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他
们参与足球训练活动不仅与其他学
科一样计入工作量，而且还可以按
照1.5倍的课时费拿到训练补贴。

除了“內援”，南京还打起了
“外援”师资的主意。今年年初，教
育部启动了校园足球外教支持项目，
南京成为江苏省内唯一外籍足球教
师试点城市。现在，来自比利时的足
球教练山姆已经进入南京部分中小
学任教。谈起这个年轻的“洋教头”，
中国的教练们很感慨，“训练手段新
颖，很多训练方式我们都没见过，看
着都觉得很新鲜”“不管是训练课程
还是比赛，他都把氛围调动得特别
好，孩子学得很快乐”⋯⋯

以足球特色学校带动
校园足球水平提高

南京市浦口区泰山小学，曾被
亚足联官方网站称为“在亚洲展望
中成长起来的足球典范学校”。作为
一所近一半学生是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的学校，是如何得到这样的国际
赞誉的？

其中的秘籍就是学校建设中的
特色发展。在泰山小学，随处可见
足球元素，连校园中的垃圾桶都是
足球形状。2006 年，学校就确立了

“以足球为龙头、全面培养学生个性
特长”的办学特色。通过多年的特
色发展，如今，“泰山小学学生的烙
印就是足球”，学校也为国少集训
队、江苏省队输送了多名队员。教
练们说，家长们对孩子踢球的支持
力度明显不一样了，有的家长为了
保证孩子的训练时间，还主动取消
了周末的辅导班，他们再也不用上

门去做工作了。
在探索提高校园足球水平的过

程中，南京找到了创建足球特色学
校这个重要的抓手。按照比例科
学、结构合理和有效衔接的要求，
南京制定专项规划，遴选一批工作
基础好、积极性高的中小学校、幼
儿园进行重点扶持和培育建设，充
分考虑中小学划片、升学等因素，
形成学段对接的青少年校园足球区
域发展格局。

南京市玄武区教育局副局长沈
峰介绍，足球是玄武区许多学校的
传统项目，以前有中学联赛，从
2015 年 4 月开始延伸到小学，各学
校的积极性很高。目前玄武区共有
20 余所小学，其中申报足球特色学
校的已经达80%。

经过多年努力，南京对雨花台
区男子足球、浦口区和建邺区女子
足球进行了合理布局，在组织管
理、运动员输送衔接、特长生招生
政策、经费保障等方面予以重点扶
持，目前这三个区的校园足球梯队
合理、基础扎实，向省、市专业队
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输送了大批足
球人才。

为了提高特色水平，打造更多
校园足球的“菁英人才”，南京还积
极整合社会资源，如省专业队和基

地资源、高校资源以及联合办学资
源推动校园足球活动开展。由江苏
国信集团、意大利帕尔玛足球俱乐
部、江苏省体育局和南京外国语学校
四方共同联办的“南外足球学校”已
开学，40 多名 13—14 岁的足球少年
开始了他们的“菁英特训”。

以文化和活动为载体
掀起足球热潮

在小营小学采访，正值上午课间
操时间。操场上，学生们人手一只足
球，伴随着轻快动感的音乐，时而脚
下转球，时而双手捧起，校园里洋溢
着欢乐的气氛。“我们自编了一套足
球健身操，让学生人人有球，天天做
操，让孩子们从小了解足球、感受足
球、热爱足球。”毛丽萍说。

“现在，我们学校每节体育课都
有足球元素，足球联赛、足球节、
足球知识竞赛、足球摄影、足球绘
画、足球创编舞，形式多样的活动
载体很好地把足球元素融入到学生
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南京市弘
光中学校长刘光涛眼中，足球已经
是学校运动化发展和校园文化建设
的核心内容。

在努力提高校园足球水平的同
时，南京坚持“阳光体育、快乐足

球”的理念，通过倡导“团结协
作、积极向上、顽强拼搏、健康成
长”的校园足球文化，要求学校充
分利用大课间、课外活动及节假日
组织青少年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
园足球文化活动，在校园内外掀起

“爱足球”“踢足球”“看足球”的热
潮和氛围。

在 校 园 足 球 教 学 和 训 练 体 系
上，南京组织专家编制 《南京市校
园足球教学纲要》，按照不同年龄阶
段科学设计，有计划地逐步把足球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现代信息纳
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必修内容，不断
提高足球教学质量。从 2015 学年
起，全市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每周开
设一节足球课，其余中小学保证以
足球为主要内容的必要课外体育活
动，大力推进校园足球课程建设，
逐步形成小学初中多样化、高中专
项化校园足球课程体系。

对 于 南 京 校 园 足 球 的 未 来 发
展，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吴晓茅信心
十足：“小足球，大教育。我们将努
力营造‘阳光体育、快乐足球’的
校园足球理念，力争到2020年，创
建11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吸引2
万名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校园足球竞
赛和培训活动，推动青少年足球运
动全面、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南京多举措推进校园足球发展，掀起足球热潮——

校园里飘出浓浓的“足球味”
翁小平 本报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唐晓娟 王京

本报讯（记者 沈大雷 通讯员 仲伟春）
“截至目前，我校已先后为国家、省专业运动队
输送李志高、刘飞、吉翔等10余名优秀足球运动
员！”记者近日在扬州市宝应县实验小学校长采
访时，该校校长陈士才自豪地说。

宝应实小是江苏省足球传统校，从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校园足球运动。如今，
该校不仅有足球团体操，每个年级还有足球兴
趣小组，全校性的班级足球联赛也开展得红红
火火。足球成为了该校最亮丽的一张“名片”。

宝应实小是宝应县开展校园足球运动的
“王牌”学校。多年来，宝应县与足球运动结下
了不解之缘，现有校级足球队122支，县级足球
队 10 支，建立了“县、校、班”三级校园足球体
系，曾先后输送了 50 多名优秀足球运动员，被
誉为“里下河足球之乡”。

宝应县画川高级中学西校区的前身是宝应
县运动学校，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目前
江苏省首批足球训练基地仅存的一家。“县教
育局对足球工作的支持，对我们来说至关重
要。”该校副校长陈大伟告诉记者，“县里不仅
每年向我们划拨专项经费，而且在学生升学方
面给予我们优惠政策，这样孩子们就可以放心
地考入我校，安心地踢球。”

记者了解到，宝应县高度重视校园足球，
专门成立了全县校园足球活动领导小组，并建
立了校园足球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
会议定期研究校园足球的组织、管理、经费投
入、师资培养、选苗培训等各项业务工作，及
时为学校解决各种问题。”宝应县教育局中教
科副科长郭锡春介绍。

针对开展校园足球缺乏场地的问题，2014
年，宝应县在江苏省教育厅的支持下，投入
5500 多万元建成了 27 片中小学塑胶化运动场
地，覆盖到城区每一所中小学以及所有的乡镇
中心校。同时，积极探索学校与社会公共体育
场所共享机制，为学生提供更充足的足球场地。

校园足球的普及，专业教师不足也是一大
难题，“为此，我县通过‘请进来’送宝、‘走出去’
取经的办法，积极推荐体育骨干教师参加专业
培训，培训结束后回来再做培训教师，让更多的
教师从中受益。”该县教育局副局长、安宜高中
校长朱兵说，该县还在每年暑期或重大赛事前
夕，对全县各校足球教师进行专业训练，逐人开
展专业技术和理论知识考核。“目前，我县共有
专业教师80余名，不仅确保了每所学校都有懂
足球的‘行家’，还承担起了扬州市校园足球教
练员和裁判员的培训工作。”

扬州宝应：

校园足球成
最闪亮名片

穆耕森，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
中学校长、江苏省中学生足球协会
主席。

在日前结束的江苏省青少年校
园足球年度颁奖典礼上，穆耕森代
表学校捧回了2015年江苏省“省长
杯”初中男子、高中男子比赛两项
一等奖的奖杯。在同一天的颁奖典
礼上，他所在的雨花台中学球队教
练和队员还被评为“最佳教练员”
和“最佳运动员”。

这样的荣誉来之不易，背后需
要付出大量常人难以体会的艰辛和
汗水。那么，校园足球水平的提

高，除了教练和球员们努力训练之
外，校长又能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穆耕森也经常在心
里问自己。

作为一所足球特色校，雨花台
中学从 1999 年就开始发展校园足
球，到现在已经走过了 17 个年头。
从起步，到坎坷坚守，再到今天的

“形势一片大好”，穆耕森见证了雨
花台中学足球运动发展的全过程。

“七八年前，是最困难的时候。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成绩，
学 生 又 难 管 理 ， 当 时 一 度 想 放
弃。” 穆耕森说，幸运地是，对于

足球，他和学校最终都坚持了下来。
“即使是学校球队成绩最差的时

候，校长给我们的还是鼓励和支
持。每次外出比赛的时候，他都会
在我们上报的预算资金外再增加一
点，为的就是让学生们能够安心训
练比赛。我们高中组的队员，校长
都能叫上名字，连他们的成绩也都
了然于心。”雨花台中学体育教师吴
伟用“一个真正喜爱足球的人”来
评价自己的校长。

为 了 提 高 学 校 的 足 球 师 资 水
平，雨花台中学先后从江苏省足球
训练基地自费高薪聘请了两名有多

年专业队带队经验的教练员。“对于
外聘足球专业体育教师或者足球教
练的编制，对他们的录用标准可以
适当放宽要求，这样不仅能吸引更
多的优秀足球人才进入校园，也能
为高水平足球运动员解决一部分出
路问题。” 穆耕森建议。

穆耕森说自己非常重视学校球
员们文化课的学习，“如果仅仅会踢
球，而没有文化素养，孩子们在踢
球上是走不了多远的”。因此，在雨
花台中学，历来坚持校园足球“两
条腿”走路，即专业技能与文化学
习共同发展：对因外出比赛耽误课

程的队员进行集中补习，力争每一
名队员在文化课上不掉队；对进入
高中阶段基础薄弱的起始年级队
员，采用灵活的“先集中后分散”
的授课模式，即先小班化集中补习
再编入自然班级，解决了教练员日
常训练比赛的后顾之忧，也得到了
学生及其家长的认可。

“校园足球，普及型与专业型教
学要相辅相成。我们希望以足球为
抓手，带动学校其他体育运动项目
的发展。”穆耕森说，他最想看到的
场景，就是学校下课后整个操场上
都是孩子们运动的呐喊声和呼喊声。

17年，一位中学校长的“足球情结”
翁小平 本报记者 沈大雷

绿茵赛场上，小队员们来回穿梭、配合默
契，不时有“明星”球员来个盘球过人⋯⋯前不
久，一年一度的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实验学校校
园足球联赛开幕了，校园里一时劲吹“足球风”。

说起校园足球，邗江实验学校的“成绩单”可
不俗。2003年开展校园足球运动以来，该校曾勇
夺“金色少年足球赛”扬州赛区冠军，还曾在省运
会为扬州代表团摘得一枚金牌。2015年，该校还
入选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不过，回顾该校十多年的校园足球发展历
程，2003年就来到该校带队的老国脚胡燕瑜教
练坦言，一路走来，既有过辉煌时刻，也遭遇过
低谷，坚持下来非常不易。

“操场是煤渣的，到处坑洼不堪。”回忆起最
初的训练条件，该校体健教研室主任孔庆祥说，
简陋的条件挡不住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大家
自发成立足球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时间练球，

“常常一场球踢下来，浑身上下脏得就像在地上
打了滚似的。”

后来，硬件条件逐渐改善了，但不少家长却
对孩子踢足球颇有微词。“有时发现了好的苗
子，家长怕影响学习，死活不同意。”胡燕瑜说，
而从训练的角度看，乒乓球、田径、艺术体操等
单项体育项目更容易练出成绩，足球作为团队
运动项目却较难，“所以，曾有一段时间，球队人
员越来越少。”

近几年，随着我国校园足球运动的兴起，该
校的足球发展也迎来了契机。该校校长蒋拥军
告诉记者，2012 年，该校被确定为扬州市首批
校园足球试点校。与此同时，一系列普及校园
足球的举措也在学校渐次铺开：建立校园足球
联赛制度，组建多个年龄组的男女足球队；每周
利用一节体育课进行足球教学，足球运动纳入
大课间以及课外活动；编写足球运动校本教材，
为各年龄段的足球教学和课外活动提供保障；
该校每年用于开展校园足球活动的经费不少于
10万元，并为运动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更让胡燕瑜倍感振奋的是，目前，扬州市已
经把足球项目列为普通高中招收优秀运动员的
项目。“这样一来，有效调动了各级学校强化足球
项目的积极性，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从政策层
面上保障了校园足球的稳步推进。”胡燕瑜说。

目前，该校参与校园足球运动的人数逐年
上升，中小学足球兴趣小组人数已经超过 500
人。胡燕瑜兴奋地说，“现在校园里踢足球的
人数多了，氛围也越来越好”。

一所足球特色校的
兴衰记

本报记者 沈大雷

■特别聚焦

南京鼓楼第一中心小学球员在比赛进球后拥抱庆祝。 （资料图片）

本报讯 （记者 沈大雷） 所有
学校都要将校园足球纳入体育教学
内容，普及足球知识；足球特色学
校要保证每周一节足球课；校园足
球队除完成课程规定的学业外，要
经常训练，参加比赛；有发展潜质
的学生可通过教体结合渠道输送到
专业足球队进一步发展⋯⋯记者从
日前召开的2016年江苏省青少年校
园足球现场推进会获悉，该省将加

强顶层设计，构筑完善的校园足球
“金字塔体系”。

去年以来，江苏省积极开展校
园足球试点工作，全省共有 618 所
学校被确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南京市雨花台区、江阴
市、张家港市被确定为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试点县(市、区)。各地广泛
开展校园足球竞赛活动，建立了

“省长杯”、“市长杯”、“县长杯”、

“校长杯”四级联赛制度，参与赛事
的学生达21.8万人次。

江苏要求，各地中小学要把足球
纳入课程体系，成为体育课必学内
容。足球特色学校每周要为学生安
排一节足球课，把足球纳入学校大课
间、课外体育活动，创新足球校本课
程，逐步形成小学趣味化、初中多样
化、高中专项化、大学专业化的校园
足球教学体系。鼓励有足球特长的

其他学科教师经过培训后兼职从事
足球教学，鼓励专业能力强、思想作
风好的足球教练员、裁判员、退役足
球运动员担任兼职足球教师，鼓励经
认证的足球校外辅导员进校指导。

江苏还为足球特长生打通了上
学通道。该省提出，各地要在现有
政策基础上，适当调整高中考试招
生政策，激励足球特长生长期参加
足球学习、训练和竞赛活动。制定

和实施中小学校足球特长生升学支
持政策，允许足球特长生升学时在
特色学校合理流动，获得良好的特
长发展环境。把学生足球特长水平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如实记
录，形成档案，供招生参考。

据了解，今年江苏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将“扩容”，全省各地
175 所中小学正在申报第二批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江苏：构筑完善的校园足球“金字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