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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体育强国和体育大国的
本质区别，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
下，青少年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应以
满足广大青少年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多层次、多样性体育需求为导向，以
突出重点、注重效率、扩大供给为手
段，实现提升青少年体育参与率和后
备人才成才率双重目标。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王立伟
日前表示，只有青少年都掌握了两项
以上体育运动技能，才能有人才基
础，并鼓励社会、市场举办以体育培
训为主要内容的青少年体育冬夏令
营，以确保该工程目标的实现。眼
下，开展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已成为
实施青少年体育技能普及提高工程的
主要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青少年体
质健康、提升运动技能。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不久前印发
的 《关于做好 2018 年全国青少年体
育冬夏令营实施工作的通知》 文件，
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青少年体育冬
夏令营，目前第一阶段 （夏令营） 工
作已告一段落。下一步，我国青少年
体育冬夏令营要高质量发展，应在规
模增长的基础上，将创新管理方式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以提高运
动技能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要务，
将培育教练团队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第
一资源。

创新管理方式是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

2018 年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
营通过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运动项目管
理中心、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等单位
和各省 （区、市） 渠道发起。前者意
义在于，通过发挥国家体育总局相关
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运动
协会在运动项目管理方面的权威性、
官方性和全局性作用，在全国范围内
以开展冬夏令营形式推动青少年参与
体育运动项目，提高运动技能水平。

后者的意义在于，通过从全国向地方延
伸的方式，发动全国各省 （区、市） 结
合自身优势项目、政府推动的项目、地
域特色项目等，积极开展不同类型、不
同项目、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青少年
体育冬夏令营，并以此树立国家性质青
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的规范性、官方性和
公益性特点。

从管理方式的角度来看，创新管理
方式无疑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一
方面，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运动项目管理
中心、全国性单项运动协会等单位举办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更应重视其体系构
建，摒弃传统意义上的举办单一活动，
以冬夏令营创新青少年运动项目普及的
管理方式，建立起全国性运动专项青少
年体育冬夏令营的培育体系。另一方
面，各省 （区、市） 举办青少年体育冬
夏令营应采用委托代理、购买公共服务
等方式，深入青少年身边开展活动，形
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主体和市场参与
的多元化管理模式。

提高运动技能是高质量发展
的第一要务

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看，青少年
体育冬夏令营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各地举
办和开展各种形式的冬夏令营，建立起
社会化、网络化的全国青少年体育冬夏
令营体系，促进青少年掌握两项以上的
体育技能。基于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过
程基本规律，一般要遵循激发兴趣、成
为爱好、养成习惯、提高技能、发现人
才五个阶段。希望通过以青少年技能水
平、运动项目兴趣和生长发育条件等因
素分班，有重点、分阶段、讲科学地实
施运动技能提升训练计划，并将提高运
动技能作为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的主要
目标，这也是促进其高质量发展的第一
要务。

从运动训练的角度看，一方面，在
提高参与规模的前提下，应注重培训效
果。另一方面，在强调提高参与率的前
提下，应遵循体育技能发展规律。此
外，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应重视“上好

第一课”，从基本动作、运动技术、运
动技能和运动技巧的角度循序渐进、因
材施教，在形成正确动力定型的前提
下，提高规范性、标准性和应用性，同
时，避免早期进行力量和耐力等训练，
应在其敏感期促进其灵敏素质、协调素
质和速度素质发展，正确把握青少年运
动素质训练的基本规律。

培育教练团队是高质量发展
的第一资源

教练员 （体育教师、体育指导员
等） 在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技能提升过
程中起主导作用，教练员的规模和质量
是影响我国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目标完
成情况的主要因素，其运动训练经历、
体育教学经历、指导服务意识、教学服
务水平等都是衡量其执教能力的主要内
容。

培育一批具有青少年运动训练经
验、水平和能力的教练员，建立起具有
高水平和素质的教练团队是我国青少年
体育冬夏令营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
需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一是在青少年
体育培育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下，各级
体育行政部门和体育社会组织应重点促
进本管理地区或管理业务范畴教练员队
伍建设，以满足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甚
至整个青少年体育培训业的需求。二
是通过促进青少年体育组织能力建设稳
定教练员队伍并促进水平提升。三是鼓
励国家队、各省市退役运动员和体育专
业毕业生从事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培训
工作。

体育技能指导是退役运动员和体育
专业毕业生的核心技能，随着不断增长
的体育培训需求，我国国家队、各省市
退役运动员应发挥自身技能指导能力带
动整个行业向专业化、组织化和科学化
方向发展，同时，体育专业学生或毕业
生可通过从事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技能
指导工作发挥专业学习和训练的优势，
锻炼自我、提高自我。

（作者系武汉体育学院青少年运动
训练评价中心副教授）

青少年体育冬夏令营需做好“三个一”
柳鸣毅

一下课，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拿
着足球涌出了教室。在云南省大理州
宾川县国营宾居华侨农场小学，足球
是孩子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校园
里有着浓浓的校园足球的气息，连学
校的校徽，也把男足、女足放在了最
显眼的位置。

“别人是上学时带饭兜，我们的学
生们是上学时带足球，人手一个。”宾
居华侨农场小学校长何国成说。

乡村孩子的足球梦
喜欢足球，不需要理由

“我们喜欢足球课，足球让我们
更团结。”三年级的母鑫垚说，这个
9 岁的景颇族男孩现在一次可以颠球
30多下。

一年级学生在练习足球射门，三
年级学生在练习传球带球，女生们在
练习啦啦操，不大的校园被上足球课
的学生占满了。每周两节足球课、全
员参与校园足球，很难想象，这事儿
发生在今年 9 月才刚刚摘掉国贫县帽
子的宾川县的一所乡村小学里。

在 这 所 只 有 6 个 班 、 12 名 教
师、158 名学生的乡村小学，师生们
对足球的热爱超乎想象。除了全员参
与的全校足球课，其他时间的足球运
动由学生们自愿选择。出乎意料的
是，每天下午4点放学后，学校70%
的学生会自愿留下来踢球。足球场挤
满了自愿练球的学生，学生们自己组
队，一直练到天黑。即使是在回家的
路上，意犹未尽的孩子也会颠着球。

“足球让我们学会了合作。”“足
球让我们努力拼搏。”“喜欢足球。”

“非常喜欢足球。”在是否喜欢足球的
问题上，孩子们毫不犹豫、异口同声
地说着自己对足球的喜爱，迫不及待
地展示着自己“发明”的足球新玩
法。

在让孩子练球这件事上，家长们
也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家长每天都

专门给孩子送水，陪孩子练球。遇到
足球比赛，会踢足球的家长还会义务
辅导学生。”该校体育教师杨涛说。

在宾居华侨农场小学，孩子对足
球的热爱、家长对校园足球的支持，
无关成绩和名次，只是出于对足球最
朴素的热爱。

宾居华侨农场小学以前由宾居华
侨农场管理，宾居华侨农场有大量印
尼、印度、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归
侨，他们在回国的同时，也把他们喜
爱的足球运动带回了宾川，很多学生
的父母以前就是宾居华侨农场小学毕
业的，他们当年读书时就热爱足球，
现在支持并带领自己的孩子踢足球，
形成了浓厚的足球文化和氛围。

没有专业的足球训练服，学生们
穿着校服，照样踢得起劲；每个年级
一个班，踢不了班级联赛和年级联
赛，就不同年级混着踢；黄土操场刮
风时尘土飞扬、下雨时泥泞满地，只
要能跑能踢，学生们风雨无阻；球网
使用多年，破洞再也补不上了，守门
员就再张大双手守门；足球场不够
大，一脚踢飞了球，扎在学校围墙的
铁栏杆上，看在眼里的家长们默默拿
胶条裹住了栏杆⋯⋯

在宾居华侨农场小学，没有人计
较脚下的足球场是不是标准化，没有
人在意踢足球能加几分或者能得什么
奖，没有人担心自己踢球的技巧是不
是到位。学生、老师和家长，对于足
球，只有一个词：喜欢。因为喜爱，
可以尽情地玩、尽情地踢，不计得
失。

乡村教师的足球梦
无偿付出，让孩子爱上足球

杨志坚已经义务给宾居华侨农场
小学上课好几年了。

杨志坚原来是原云南红塔队青年
守门员，也是大理州州队守门员，现
在在家务农。每天下午他都来学校带
学生们踢足球，周末的早上也踢两个
小时。学校没有钱支付杨志坚的课时
费，他仍坚持每天来，免费义务地教
孩子们踢足球。

作为曾经的专业足球运动员，曾
走出乡村的杨志坚见识了城市校园足
球的发展，也想让家乡的孩子们得到
相对专业的指导，他知道乡村学生没
有条件得到专业的指导，就把自己掌
握的足球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孩
子们。在他看来，乡村孩子能吃苦，
身体素质好，有拼搏精神。“更重要
的，孩子们真心喜欢足球。”杨志坚
说。

在杨志坚看来，不是每个学生都
能走上职业球员的道路，普及校园足
球运动，让更多学生了解足球、热爱
足球，增强体质、提高技能是杨志坚
最大的心愿。杨志坚说，一至三年级
学生主要是足球启蒙，让孩子喜欢足
球，对足球感兴趣，四至六年级学生
侧重于足球技能的提升。

和杨志坚一样，宾居华侨农场小
学体育教师兼足球教师杨涛，也希望
让学生们爱上足球。杨涛毕业于云南
省体校，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就在宾
居华侨农场学校 （宾居华侨农场小学
前身） 任教，今年已经 55 岁了，仍
坚持在教学一线，每天带着学生们运
动。他教一年级学生们玩射门游戏，

“开始的时候，孩子们看见球就躲，
现在好多了，大家不怕球，还喜欢上
足球了。”杨涛说。

下午 4 点放学，孩子们就会快乐
地涌向足球场，尽情玩球、耍球、踢
球，这时候也是杨涛和杨志坚无偿为
孩子们指导足球的时刻，每天如此，
每年如此。在杨涛看来，培养“读好
书、踢好球、上名校、守纪律”的学
生，是他作为一名足球教师最朴素的

愿望。
“以前，让孩子们踢足球，家长

们不理解，担心孩子受伤，担心影响
学习。现在看到孩子们踢球后，身体
健康了，各项习惯都变好了，善于合
作了，学习更自觉了，学习成绩更好
了，家长都争着抢着把孩子送过来踢
足球。因为现在的校园足球是全员参
与，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并支持。”杨
涛说，在踢球的过程中，也能明显感
到学生们的变化，出于对足球的喜
爱，孩子们更专注，加强运动后，身
体更健康了，运动和学习相互促进，
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在提升。

乡村校长的足球梦
让校园足球发展得更好

体育教师做校长的，比较少见，何
国成就是一个。作为学校校长，何国
成还有一个身份是学校的体育教师兼
足球教师。当年，何国成就是从宾居
华侨农场小学毕业考出去的，现在回
到母校任教，对学校有很深的感情。

如何把学校的校园足球发展得更
好，是何国成一直思考的问题。从每
周全校两节足球课到全校普及的校园
足球，从学校男女足球队的专业训练
到啦啦队训练，从师生全员参与的校
园足球到校园足球如何带动学校体育
整体发展，何国成殚精竭虑。

师资是何国成最发愁的问题之
一。宾居华侨农场小学有 12 名教
师，平均年龄已达 44 岁。3 名校园
足球教练的师资阵容看起来强大，但
作为校长，何国成事务繁忙，只能算
半个足球老师；杨志坚老师已经 43
岁了，每天义务上课，没有任何费
用，似乎不可持续；杨涛老师已经
55 岁，到了接近退休的年龄，而这
个年龄还带着孩子们踢球，对杨涛老
师来说，运动强度很大。即便如此，

“如果杨老师退休后，教育部门不招
足球教师，或者招了足球教师，不能
分配到宾居华侨农场小学，学校就没
有专门的足球教师了”。何国成说，
那个时候，这所热爱校园足球的学
校，该怎么办？

何国成还有一块心病是学校的足
球场。虽然孩子们特别热爱足球，但
现在孩子们上足球课并不是在足球
场，而是在教学楼前的地面上。因为
教学楼前刚铺了砖板地面，而学校的
足球场还是黄土操场，主要是用于孩
子们课外自由练习。黄土操场一踢球
就尘土飞扬，学生们就在灰尘乱飞的
黄土地上踢。遇到风雨天气，操场更
是飞沙走石，满是泥泞，踢球就得中
断。球门由于使用时间太长，开始掉
漆生锈，球网被踢出了几个大洞，已
经没法再补。

为了新建足球场的事，何国成给
各个相关部门打过报告，但因为经费
问题，一直无法建起来。师生们只能
在简陋甚至有些破旧的条件下，凭着
对足球的热爱，默默而执着地做着足
球梦。

尽管条件艰苦，创建于 2016 年
的宾居华侨农场小学的足球队，仍获
得了很好的成绩：在宾川县州城镇中
心校小学组联赛中荣获男、女冠军，
在 县 级 学 校 对 抗 赛 中 均 无 败 绩 ，
2017 年获得大理州第二届青少年校
园足球四级联赛男子第四名、女子第
五名，学校女子足球队 2018 年参加
云南省四级联赛。已有两名学生入选
省城职业青年队试训，向各级学校输
送足球运动员45名。

虽然硬件条件有限，但何国成的
校园足球梦并没有减弱。“虽然很
难，但我们会一直把足球踢下去，越
是艰险越向前，现在遇到的这些困
难，相信总有一天会解决的。”何国
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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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春铭

□特别关注

本报讯 （记者 王家源） 2018
年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高峰论
坛日前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美
国密歇根大学、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国内外体育教
育领域的 10 余位专家，以及全国 27
个省份的中小学、幼儿园、高校一线
体育教师等 300 余人参加了此次论
坛。论坛首发了针对幼儿园及小学的
KDL 体育与健康课程，该课程旨在
搭建国家课程标准与一线体育教学的
桥梁。

据介绍，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
康学院院长季浏领衔团队先后制订和
修订了国家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 和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具有国
际视野且适应我国实际的“中国健康
体育课程模式”，基于此，华东师范
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党委书记汪晓赞
带领团队进一步开发了 KDL 体育与
健康系列课程。

“KDL 体育与健康课程旨在通过
具体可操作的方法，把国家课程标准
在课堂中落地，解决了长期以来课标

与体育教学脱节问题。”汪晓赞说。
据 介 绍 ， KDL （是 “Know it，

Do it，Love it”的缩写），课程倡导
“知之、行之、乐之”的教育理念。
KDL 幼 儿 课 程 以 运 动 游 戏 为 核 心 内
容，循序渐进地进行基本动作技能学习
与认知，并强调多学科融合和家园联
动；针对小学的 KDL 体育与健康课程
根据儿童青少年动作技能和运动技能学
习与发展规律及身心发展特点，打破传
统体育课堂教学的内容设置，构建了结
构化的知识与技能内容体系，为一线教
师提供了系统的课程与教学资源，并强
调教师的自主创造性。

本次论坛由“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
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华东师范
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主办。论坛通过主
题报告、优质课堂教学展示、专题论坛
等多种形式分享和总结了 KDL 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累积成果。美国密歇根大学
人体运动科学学院副院长托马斯·特普
林介绍了美国及其他国家体育教育的改
革现状，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詹姆
斯·沃特尔洛士柏、杨进进教授带来了
KDL课程的实践培训。

青少年健康评价
与运动干预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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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岸区近年以“发展校园足球、推进学校体育、促进体质健康”为
目标，大力发展校园足球，在普及与提高上取得了成效。图为教练员为球员讲
解技战术。 唐文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项佳楚） 第十
一届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近日
在冰城哈尔滨举办，此次比赛的主题
为“看见你的翅膀”。来自北京、安徽、
河北、黑龙江等 12 个省份的 46 支参
赛队共411名选手参与了本次比赛。

据悉，比赛按参赛年龄和性别分
为小学男子组、小学女子组和中学
组，共设有Y-穿越气柱竞速、Y-固
定翼转圈、Z-本场五边争霸赛、Z-
无 动 力 降 落 、 su- 33 航 母 着 舰 、
KA-50 直升机穿越障碍竞速以及解
说口才等比赛项目。

赛事同期还举办了“天空很辽
阔 我们一起飞”全国模拟飞行互动
体验嘉年华活动和“模拟飞行与青少
年科技素质培养”主题教育研讨会。

据了解。本届锦标赛和嘉年华活
动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黑
龙江省体育局、黑龙江省教育厅、黑
龙江省科技厅共同主办。

全国青少年
模拟飞行赛举办

本报讯 （记者 李小伟） 由中国
登山协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
育分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主办，武
汉地大睿行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协办、
凯乐石户外品牌支持的 2018 年中国
户外教育与户外资源发展高峰论坛近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举行。

本次高峰论坛以“科学·创新·
发展——新时代户外教育与户外资源
发展”为主题，邀请了多名国内外户
外教育、体育 （户外） 产业、资源规
划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到会作专题报
告，为我国户外教育与户外资源发展
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建言献策。论坛
采取主题报告和分会场专题论坛两种
形式，参会者都有机会就户外发展的
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交流。共有300多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等院校户外专业
负责人、课程负责人、教师、科研工
作者、户外教育社会机构负责人、户
外企业与俱乐部等相关产业领域管理
与从业人员以及中国登山协会培训专
业委员会委员来到现场，见证并参与
了一场学术观点的大交流与思想火花
的大碰撞。

户外教育与资源
发展论坛举办

□自由谈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