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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广州市教育局、中国教育报
刊社联合主办的“2017 校园足球
城际研讨·广州”近日在羊城举
办，来自北京、上海、武汉、成
都、大连、青岛等地的教育部门负
责人、学校校长、足球领域专家
等，交流学习经验，探讨校园足球
的发展理念和思路。

近年来，广州市教育部门把
发展校园足球作为“立德树人”
的载体及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突
破口，创新实践“育人为本，融
合发展”的校园足球广州模式，
建立了课堂教学、竞赛活动、对
外交流、资源整合等多个层面深
度融合的校园足球发展体系。

以课程课题融合方式强
化育人

研讨会间歇，一个忙碌的身影
在会场中来回穿梭，与专家积极交
流，他便是被外界称为“足球校
长”的天河区渔沙坦小学校长潘国
洪。不久前，他独自撰写的校园足
球研究专著 《我的校园足球梦》 正
式出版，潘校长以校园足球基层管
理者的视角，对如何开展校园足球
进行了详细阐述。潘国洪希望，以
自己开展校园足球的难忘经历和故
事，为广大校园足球从业者提供参

考和借鉴并带来启示。
在广州，像潘国洪一样致力推

动校园足球工作开展，把校园足球
当作一门课题来研究的校长还有不
少。很多学校在这些校长的带领
下，摸索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特
色的校园足球课程课题融合发展之
路。

海珠区后乐园街小学校长黄俊
说，后乐园街小学从上世纪 80 年
代开始，就着手构建足球校本课
程。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已修订
为一套三册的 《乐园足球》 校本教
材。此外，通过构建动感足球活动
课程和组织系列足球专项活动，开
展“足球文化”特色专题活动，激
发了学生对足球的兴趣，提高了社
会影响力。

据统计，在广东省教育研究院
组织的 2017 年度校园足球教研专
项课题申报中，广州市立项课题数
量居全省第一，在八项重点课题中
占有三项，有力促进了学校形成办
学特色、提升办学水平，实现了校
园足球的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以竞赛体系的融合实现
普及提升

作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广州市华侨外国语学校为了提

升校园足球水平进行了大胆创新和
尝试，学校在普及足球教学的基础
上，建立起了校内层面的“凤凰
杯”班级比赛。“学校根据学生不
同年龄特点，设置低年部的射门比
赛、高年部的五人制足球比赛。”

“班级联赛设立流动奖杯，由当年
夺冠的班级保管奖杯。”为了让更
多学生参与校园足球活动，学校还
鼓励学生以多种形式参与到班级联
赛中去。“一场比赛，学生中有运
动员、现场解说员、小记者、啦啦
队⋯⋯通过组织班级足球联赛的活
动，提高了学生运动水平、组织能
力，学生的意志品质、集体荣誉
感、规则意识、抗压抗挫素养，都
可以从班级联赛中逐渐习得。”该
校副校长张智贤说。

近年来，在致力普及校园足球
的同时，广州市还充分发挥各类足
球赛事活动对普及的推动作用。从
2014 年起，广州市教育局、体育
局联合富力足球俱乐部，连续举办
三届全市中小学生足球联赛。该赛
事按区级联赛、市级决赛两个阶段
组织实施，全面覆盖小学、初中、
高中 （中职） 各个年龄段，参赛学
校数量从 2014 年的 720 所增加到
2017 年的 1200 多所，参赛规模达
到 1300 多支队伍、2.5 万多名学
生，比赛场次达4000多场。

“目前，广州市基本 建 立 了
‘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支
持 、 社 会 参 与 ’， 小 学 、 初 中、
高中上下贯通，学校与社会交互
融合的校园足球竞赛体系，有力
促进了校园足球普及和运动水平
提升。”广州市教育局体育卫生
与 艺 术 教 育 处 处 长 林 海 英 介 绍
说。

社会资源融合，校内外
优势共享

校园足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
的大力支持。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在整合校内外资源上进行了积极尝
试。该校校长邹俊介绍：“2015
年，学校与广州本土职业球队富力
足球俱乐部开展校园足球合作，俱
乐部派驻外籍足球教练对我校足球
代表队进行精英化训练，同时每周
上一节课，为我校体育老师提供观
摩学习机会。2016 年，学校与富
力足球俱乐部开展联合培养计划，
让顶尖人才走向专业俱乐部，让有
专长的学生通过体尖生升入大学深
造，让其他的校队成员通过体育生
培养走体育高考之路，最后可以凭
借文化课成绩进入大学。”广州市
第八十九中学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
合作，达成了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

的有机衔接，被认为具有普遍的借
鉴价值。

近年来，广州市教育部门积极
整合社会资源，构建与社会力量长
效合作机制，取得了积极成效。在
教学上，该市教育部门与足协、职
业足球俱乐部、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等社会力量合作，构建了以学校为
主体的不同合作模式；在训练上，
发挥高院资源优势，加强足球专项
培训，2015 年以来，每年依托高
校开设足球教师专项培训、教练员
和裁判员培训 3 至 4 期，累计参训
人员达 2000 人次；在场地设施
上，让专业性足球场、经营性足球
场、大学足球场免费或优惠向中小
学开放，同时加强学校自身场地统
筹利用，实现了场地使用效率最大
化。在足球氛围构建上，各级教育
部门和学校与市足协、职业足球俱
乐部、知名企业等密切合作，大量
足球名宿、现役球星和世界知名足
球运动员纷纷进入校园开展丰富多
彩的足球推广宣传活动，营造了浓
厚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

“阳光体育、快乐足球”是广
州市校园足球的发展理念，“发展
校园足球的根本在于促进全面育
人，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体育锻炼
习惯，增强身体素质，提高学生全
面素质。”林海英说。

校园足球融合发展的“广州模式”
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项佳楚 本报记者 李小伟

校园体育呼唤场地器材更多元校园体育呼唤场地器材更多元
本报记者 李小伟

“第三届学校体育与卫生器材
装备展示会暨第二届中小学创新体
育器材现场教学观摩研讨会”近日
在郑州举行。会上，相关代表十分
关注近年出现的“问题”跑道，争
相询问相关国家标准出台的情况。
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设施设
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刘海鹏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部相关标准
已经出台，正在公示征询意见中，
国家体育总局和环保总局化工联合
会的相关标准尚在修订中。据了
解，上海、深圳、重庆等地塑胶场
地的相关标准已出台，学校体育场
地建设将在高标准下进一步规范。

仅靠标准难解决“问题”
跑道

2003 年，一篇有关塑胶跑道
有毒的报道把学校体育场地建设推
到了风口浪尖，时任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杨贵仁面对众
多对塑胶跑道的质疑，召开专家论
证会，会后教育部决定“塑胶跑道
不叫停”，但必须在环保、管理等
方面严格规范。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问
题”跑道卷土重来，两年前在北
京、江苏闹得沸沸扬扬的“问题”
跑道，也让快速发展的塑胶跑道处
于停滞状况。记者调查发现，全国
目前有很多地方都和北京朝阳区某
小学状况相同，等待全国标准出台
后，再遵照新标准进行招标和施
工。

据了解，目前有教育部、国家
体育总局、环保总局、化工联合会
在对塑胶跑道的相关标准进行修
订，其中由教育部研究与发展中心
全国教育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
书处组织制定的国家标准 《中小学
合成材料运动场地》（征求意见
稿） 正在公示中，而据刘海鹏介
绍，国家体育总局和环保总局相关
标准尚在修订、论证中，今年恐难
完成。

事实上，监管缺位或是滋生
“问题”跑道的祸根。有关专家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出现

“问题”跑道，是因为存在着多方
责任人。“不能把板子全打到施工
单位身上，‘问题’跑道其实涉及
投资方、施工方、监理方、设计
方、检测方、验收方等多个当事
方。”在众多环节中，只要有一个
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问
题”跑道的产生。“标准就是用的
时候是标准，不用的时候就是摆
设。”刘海鹏无奈道。

少年强 （厦门） 体育产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建国在参加招投标
时，感到很没有底气，虽然自己的
产品一流，既环保，又有舒适度，
并且在弹性等方面做了改进，但却
很难中标，“招标中，多数单位都

是采用低价中标的方式，最后中标
的多是小企业，出现‘问题’跑道
在所难免。”

作为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与卫生
分会的理事长，杨贵仁感到自己肩
上责任的重大，他说，学校体育场
地器材是一把双刃剑，必须用好这
把“剑”，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生
健康成长。“不能因为出现‘问
题’跑道，就对学校场地器材不予
监管，更不能让‘问题’跑道影响
学生的体育锻炼和学校体育的发
展。”他表示，举办学校体育场地
器材的展示活动，就是要在教育部
门、学校中搭建平台，在与广大学
校体育工作者分享体育教学改革与
体育器材创新的最新成果的同时，
共同探索创新体育器材在课堂教学
领域的共融共生，“希望这次会议
能更好地推动未来学校体育的改革
与发展”。

新型场地器材备受学生喜爱

每天下午 4 点，河南省郑州市
经济开发区实验中学八年级学生唐
静怡就会和小伙伴一起来到学校新
添置的综合练习器上乐此不疲地做
着各种练习。这里既有腰带足球、
多功能足球墙，还有力量协同发展
网 、 充 气 平 衡 木 ， 以 及 “ 篮 球
树”，“总有一款适合你”，唐静怡
说，“我不喜欢跑步，技能也不太
强，可我感到新型器材的练习很适
合 我 ， 现 在 我 没 事 就 来 玩 一 会
儿。”该校老师告诉记者，过去并
不喜爱运动的唐静怡等一批孩子如

今已经成为“运动达人”，参加体
育运动的积极性明显增强，这些都
是学校购进新型体育器材，将大课
间活动整合后带来的变化。

近日，数堂妙趣横生的少儿趣
味田径课堂教学展示在苏州市举
行，课堂中，教师们充分利用少儿
趣味田径器材，使体育课堂充满欢
乐和活力。在小标枪、小栏架、小
垫子面前，孩子们恣意玩耍、欢呼
雀跃。

在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泰
州学院体育与健康教育学院院长
周兵看来，少儿趣味田径对学校
体育教学有很好的支持作用，通
过它所确定的目标，有助于对年
龄较小的孩子进行身体教育和全
面的锻炼。他认为，由于趣味田
径的目标不同于传统田径，因此
可以变换出多种教学手段，“重要
的是通过使用这些适合少年儿童
的软式器材，能让孩子们在享受
田径运动乐趣的同时，在安全、
科学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近年来，一些深受师生喜爱的
学校体育器材进入了各地学校，改
变 了 学 校 体 育 场 地 器 材 的 “ 生
态”，也迎来了学校体育课和课外
活动的新变化。

对此河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
长郭蔚蔚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
认为，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主要手
段的教育，这决定了其对场地器材
条件的依附性，而反过来场地器材
条件对于学校体育活动也有一定的
制约性，“足量、优质、新颖、适
用的体育场地器材是开展学校体育

活动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加强
学校体育场地器材建设，是学校体
育改革发展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
之一”。

场地器材革新势在必行

记者在学校采访时发现，很多
小学都安装的是篮筐高度达 3.05
米的成人篮球架，即使一二年级的
孩子也得用这样的篮球架。记者看
到，许多孩子根本投不到篮筐，不
一会儿就失去兴趣，而在一些学校
教学和课外活动中也根本不教投
篮。

重庆市教科院体卫艺中心主任
赵小刚告诉记者，学校体育器材都
是按 《中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
录》 购置的，想要符合小朋友的器
材，一是没有，二来不在 《中小学
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 中的器材
就不给配置。

杨贵仁担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
长时，曾经组织过专家和一线教师
对体育器材标准进行了修改，“由
于不是强制性标准，大多数地区都
没有遵照执行”，对此，杨贵仁也
很无奈。

近年来，郭蔚蔚一直呼吁修改
体育器材配备目录，并得到许多人
的支持，但教育部门仍然“我行我
素”，现实改变不大。

郭蔚蔚认为，教育部 30 多年
前颁布的 《中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
备目录》 是体育教学大纲的产物，
现在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在形
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就
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场地器材配备

目录，“用体育教学大纲时代的场
地器材，配备课程标准理念下的体
育健康课，至少不匹配吧！”

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
在参加“第三届学校体育与卫生器
材装备展示会暨第二届中小学创新
体育器材现场教学观摩研讨会”讲
话中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把“改造小学和初
中薄弱学校，尽快使义务教育学校
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
场地基本达标”列入重大项目和改
革试点。今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
划》 提出“加强中小学校体育装
备”，“这些都是新时期、新形势下
学校体育发展对体育场地设施提出
的新要求，”他表示，体育器材是
建设教育强国、实施学校体育教
育、提高质量和内涵发展的必不可
少的物质基础。

接受记者采访时廖文科说，目
前，我国学校体育器材装备水平还
不够均衡，有的地区配备水平不
高，有的器材质量不达标，创新型
体育器材装备配备率和使用率不
高，急需加快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学
校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统一，缩小义
务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在配足配
齐体育器材装备的基础上，要提高
体育器材的配置水平，充分发挥体
育器材对建设教育强国、推动学校
体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作用，同
时，还要严格对学校装修材料、教
学仪器设备、体育设施器材的环保
检测与管理，为师生提供安全、绿
色、健康的教学和锻炼环境。”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
侵袭人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
病，具有几千年的历史。结核
病无处不在，人人都会受到结
核感染的危险。

结核病主要通过呼吸道传
播。学校是学生高度集中的地
方，尤其农村寄宿制学校，教
室、宿舍、图书馆等十分拥挤，
一旦通风不良，加上同学中有
结核病发生，就有可能导致密
切接触的同学感染结核病。

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发
生有以下原因：一是新生入学
体检没有开展结核病筛查或筛
查措施不足、筛查质量不高；二
是结核病首发病例发现延误时
间长，导致结核病在密切接触
的同学中传播发病；三是学生
发生结核病后没有及时报告，
没有采取隔离措施或没有严格
执行休学和复学制度，导致结
核病传播；四是首发病例发生
后没有及时开展结核病筛查，
或筛查方法不规范，质量不
高；五是属地疾控、医疗和学
校之间，职责分工、信息沟
通、反馈机制不健全；六是健
康教育不足，使学生不了解结
核病的传播危害；七是学校没
有按照要求配备校医，同时学
校教室、宿舍等学习、生活场所
空间小，人口密度大，通风不
足。以及学生学习压力大、体
质弱、营养不足等。

学校结核病预防和控制应
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要把好新
生入学体检关。包括幼儿园、
小学及非寄宿制初中入园（入
学），应当询问肺结核密切接触
史和肺结核可疑症状，对有肺
结核密切接触史者开展结核菌
素皮肤试验。高中和寄宿制初
中的入学新生应当进行肺结核
可疑症状筛查和结核菌素皮肤
试验，对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和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强阳性者需
要进行胸部 X 光片检查，重点
地区和重点学校也可同时开展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新生入学体检进行结核病
筛查，是早期发现结核潜伏感
染者和肺结核患者最重要的措
施，对发现的肺结核患者进行
休学和隔离治疗，能阻断结核
病的传染源进入学校，减少结
核病在校园的传播。同时，对
发现的结核潜伏感染者进行预
防性治疗和医学观察，能减少
和监控结核感染者的发病。

二是把好在校学生疫情监
测关。对在校期学生进行结核
病疫情监测，是早期主动发现
肺结核患者，控制结核病在学
校传播的重要措施。其方法包

括通过晨检，早期发现肺结核
可疑症状者，对因病缺勤的学
生进行病因追踪，早期发现结
核病传染源；医疗机构对发现
的学生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和肺
结核患者进行疫情报告，疾控
机构对疫情报告的患者进行追
踪检查和密切接触者筛查。

三是要建立学生健康档
案，把好出校关。无论是小学、
初中、高中和大学，对新生入学
体检的结核病检查资料和在校
期间晨检、结核病密切接触者
检查和其他健康体检的资料都
要进行档案管理，对结核潜伏
感染者和患者要进行跟踪随
访，预防带病进入新的学校。

在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结
核病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十
分重要。学校结核病防治健
康教育的核心信息主要为 ：
肺结核是一种慢性呼吸道传
染病；咳嗽、咳痰 2 周以上，或
痰中带血丝，即为疑似结核
病；得了结核病，立即到定点
医疗机构检查；坚持正规治
疗，绝大多数肺结核患者可
治愈；咳嗽、打喷嚏掩口鼻；
不随地吐痰；出现肺结核可
疑 症 状 或 被 诊 断 为 肺 结 核
后，主动向学校报告，不隐瞒
病情、不带病上课；养成开窗
通风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合
理膳食，加强体育锻炼，提高
抵御疾病能力。

（作者系中国防痨协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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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本报讯 （通讯员 查清）
旨在鼓励广大中小学女学生积
极参与形式多样的趣味足球活
动 的 2017 年 国 际 足 联 Live
Your Goals （追梦） 女孩足
球节启动仪式在北京市丰台区
举行。

本次活动由国际足球联
合会、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
足球协会共同主办。该项活

动将在全市各区开展 16 场活
动，并于 12 月前完成本次推
广活动。活动包括五人制足
球赛、射门接力赛、手拉手
传球接力赛、协调性控球、
趣 味 颠 球 赛 、 全 能 技 巧 王
等，活动在富有趣味性的同
时，融合了对足球知识的灌
输、足球技术的教学、足球
赛事的体会以及集体行动、
团结精神的培养。

2017年国际足联（追梦）女孩节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药靖瑶）
由中国教育部、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和法国大学生体育联合
会共同主办的中法校园足球人
才培养论坛近日在首都体育学
院举行，来自中国和法国教育
界、体育界的专家就如何促进校
园足球发展分享了各自观点。

作为中法高级人文交流
机制第四次会议的重要配套
活动之一，本次论坛着重探
讨了校园足球联赛的管理和
市场运作、学生球员双重身

份平衡的挑战、教练员培养
模 式 等 级 体 系 的 建 立 等 议
题。

据悉，中法高级别人文交
流机制第四次会议将于近日在
北京召开。届时，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将与法国大学生体育
联合会签署《关于第四届中法
大学生体育文艺周的谅解备忘
录》，双方将通过举办中法大学
生体育文艺周等活动进行更深
层次合作，推进两国在校园足
球、体育教育等领域的交流。

中法校园足球人才培养论坛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亚
平）“2018 格力·中国杯国际
足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近日
召 开 ， 正 式 对 外 发 布 2018

“中国杯”的举办时间、地
点、参赛阵容等相关信息。

“2018 格力·中国杯国际
足球锦标赛”由中国足球协
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广西南宁市人民政府和万达集
团共同主办，是唯一以“中国

杯”命名的国际足联 A 级赛
事，也是年度在中国本土男子
足球最高竞技水平的赛事。本
次是“中国杯”赛事举办的第
二届，将于 2018 年 3 月在南
宁市广西体育中心拉开序幕。

此前 2017 年“中国杯”
国际足球锦标赛共有智利、冰
岛、中国、克罗地亚四支球队
参赛，赛事期间受到大众的广
泛关注。

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在广西打响

□特别关注

校园长出“篮球树”，孩子们成了投篮高手。 李小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