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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想要成为足球大国，就必须得从娃娃抓起。“发展校园足球是成就中国足球梦想、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工程，对于深
化教育改革、振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育人为本，注重技术能力和意志品质培养，切实提高校园足球水平。”为
成就足球梦想，岳阳市岳阳楼区花板桥学校确立了“校园足球”的发展思路。

用足球撬动教育
——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花板桥学校教改侧记
管理，聘请优秀的专业教练，合理安排训练时
间，保证球队每一天都组织训练。
校园足球基础训练夯实基础，还需要理论
加以指导。学校征订 《足球》 教材，并聘请专
业教师到各个年级授课，各年级教学目标与任
务清楚，课堂教学的研讨也迅速开展，花小校
园足球成为学校真正的特色课程。

岳阳市花板桥学校原为化工部门四化建公司子
弟学校，成立于 1970 年，占地面积 58.82 亩，拥有
城区小学里不可多见的标准田径场。2015 年，花板
桥学校入选“全国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从此，
“校园足球”成为了这所学校的特色。学校以足球为
核心，积极推动教学改革。

足球进入课程
《国家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规划纲要》 中
指出：“把增强体质健康、提高运动技能、促
进人格发展作为校园足球的基本要求；把创新
足球人才培养体系，扩大培养规模，加快培养
速度作为校园足球的重要任务。”花板桥学校
校长带领学校全体成员，认真学习，潜心研
究，充分认识开展校园足球教育的重要性，明
确了足球进校园的目的，“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尊重学生的需求和选择，注重培养学生
对足球的兴趣，把“育人”的理念放在首
位。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花板桥学校首先
让足球和课程结合起来，打造鲜明的足球特
色课程。
花板桥学校在每班每周开设一节足球课，
引导学生在课堂中学习足球知识与技能，了解
国家足球运动的现状，探索足球的历史与发
展。为了使每周的这节足球课具有专业性，学
校想方设法解决师资问题，做到了足球课由足
球专业教师教，让孩子们在课堂上接触到专业
的足球培训，也让足球教练可以发现具有潜质
的足球苗子。
除了每周上一节专业的足球课之外，学校
还将校园足球与各学科融合，从各种渠道普及

以足球为中心的校园文化建设

足球知识，培养学生的兴趣。2016 年，学校美
术教研组带领学生分小组合作完成了一套“足
球发展史”简笔画，用图画的方式向学生介绍
足球，打开了校园足球普及的又一扇窗户。学
校 英 语 节 的 主 题 是 “I love English，I love
football”，足球成为学校每月主题活动的中心
话题，进一步普及足球。此外，艺术节、科技
节、读书节，足球元素无处不在，足球把学习
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
另外，学校还把足球元素渗透进校园生活
的方方面面。孩子们的球服、学校的奖状均由
自己设计，孩子们的作业本、教师的工作手册
重新改版，都加入了足球元素、足球精神。足
球宣传小册、“板桥向阳花”足球专刊板报，
这些对校园足球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
效果。学校还以足球为主题，组织了“我最喜
欢的班徽”设计评选活动，全校学生人人都是
“设计师”，38 个全新的班徽，一个同样的足球
主角，既考量设计作品的效果，更看重设计思
路的发散，孩子们的创新意识得到培养，创新
的火花被点燃。
足球知识、足球训练在日常的教学中普及
之后，学校还积极推动足球苗子的梯队建设。
从 2016 年 上 学 期 开 始 ， 学 校 班 班 成 立 足 球
队；每个年级成立一支年级队；学校从各年级
中挑选优秀的队员组成花小足球队。花小足球
队是学校通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来的足球苗
子。对于这些足球苗子，学校非常重视，系统

为普及校园足球，花板桥学校积极推进以
足球为中心的校园文化建设。从 2016 年春季
开学，学校便筹划“千人足球操”“百人啦啦
操”活动。体育艺术组老师自主创作，创作出
一套既具观赏性又强身健体的足球操。在阳光
大课间，2000 多名学生，人手一个橙色足球，
在阳光下舞动，场面壮观，又充满气势。此
外，学校在每年的 5 月和 12 月，设立“我爱足
球月”。围绕足球主题，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通过有趣的活动，推动足球运动。2017
年“六一”儿童节，学校举行了“飞舞吧，足
球”系列活动。每一个节目都给师生带来一场
足 球 盛 宴 。 如 二 年 级 （1） 班 ， 孩 子 们 和 家
长、老师穿上世界著名足球队队服，在 《意大
利之夏》 美妙的音乐声中绽放异彩，在欢乐
中，让孩子们享受足球。
为更好推动校园足球运动，花板桥学校还
积极向家长宣传足球运动。2015 年 10 月，学
校召开主题为“小小足球，心系你我”的家长
会。会上，学校向家长宣传校园足球，让家长
了解校园足球，并支持学校校园足球的工作。
会后，家长踊跃报名，花板桥学校校园足球志
愿者团队正式成立。有了家长的支持，花板桥
学校的校园足球运动更是风生水起。2015 年 3
月，学校在一二年级学生中开展足球亲子运
动，项目包括趣味运球、快乐传球、三足射门
三项，每个比赛项目各班派 10 名学生 10 名家
长共同参与。亲子运动增进了家长与子女之间
的情感交流，增加了学生、家长和老师对足球
运动的了解，为足球运动又添了一把火。
为进一步推动足球运动，花板桥学校在岳

阳市率先成立了花板桥学校校园足球俱乐部。
俱乐部依法在民政部门注册、体育部门备案
后，按规定成立了理事会，聘请足球教练，在
校园内招收足球小会员，利用课余时间和假
期，对俱乐部会员进行足球培训并开展相关的
足球活动和比赛。随着足球运动的普及、球队
训练的规范，花板桥学校逐步构建起校园足球
竞赛体系。学校每年举行一届“筑梦杯”班级
足球联赛；各年级每学期举行两次形式各异的
足球比赛活动；校队每年参加岳阳市和岳阳楼
区的各项比赛，并与兄弟学校球队比赛 10 场
左右，学校全年参与俱乐部足球活动的人数累
计达 800 人次。
花板桥学校校园足球队在奋进中取得了可
喜的成绩。学校荣获 2016 年岳阳市中小学生
运动会 （足球小学组） A 组亚军；荣获 2017 年
岳阳市中小学生运动会 （足球小学组） 甲组季
军；2018 年甲组亚军；在湖南省教育部门举办
的 2017 年校园足球夏令营中，学校获道德风
尚奖……

用足球塑造人格
叶圣陶先生曾经论述过体育和人格的关
系，他说，“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花板桥学
校也将足球运动作为培养学生人格的一个途
径，积极开展德育教育。
体育是一种通过身体练习来培养人身心全
面自由、和谐发展的教育。它使人的生物潜
力、精神潜力得到开发和拓展，使之成为一种
强有力的教育手段。而体育对教育的影响，主
要体现在对学生人格的塑造上。体育对人格塑
造更直接的方法是，人们在运动中锤炼了意
志，增强了人们的抗挫折能力，能够直面人生
的风雨。花板桥学校看到了运动对学生身心的
影响，提出通过校园足球培养学生意志的教学
理念，做到“小足球，大教育”。
足球运动作为一项集体性运动项目，在培
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团结协作精神、意志
品质、规则意识、公平竞争意识等方面都具有
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花板桥学校充分认识到

这点，通过校园足球的开展，不仅可以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养成，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目
标，而且在实现“立德树人”等方面能够产生
引领和示范效应。因此，学校以校园足球建设
为契机，将健康生活的理念，内化为信念，外
化为行为，固化为习惯。
12 月 9 日，世界足球日 （Wold Football
Day）。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岳阳楼区花板桥
学校首届“筑梦杯”班级足球联赛拉开帷幕。
“好球！”“漂亮！”“再来一个！”近乎吼叫的呐
喊声，伴随着炸雷一般的掌声在绿茵场上响
起。这是一场校园足球赛，运动员们在运动场
上拼搏，观众们在为自己的球队呐喊助威。足
球把人与人联系了起来，足球也使集体更加团
结。
足球已成为培养一个人全面发展的一项素
质教育。它给孩子们带来了成长，提高了身体
素质，培养了团队合作精神，树立了积极面对
竞争的人生态度。足球塑造了学生坚持、毅
力、顽强的品格，帮助学生建立起以平常心看
待输赢的豁达心理。
花板桥学校的校园足球不仅塑造了学生的
意志，还锻造了学校的足球文化。学校校队队
徽标示为花板桥学校拼音的缩写“hbqxx”，绿
色草色和跑道象征着足球水平不断向前，其形
状又如世界杯的大力神奖杯，表示中国足球要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足球吉祥物“呱呱仔”机
灵、可爱，预示球队水平呱呱叫、顶呱呱，足
球阳光向上，寓意板桥学生追求喜爱足球。吉
祥物图案还寓意必须将健壮的身体与聪慧的大
脑相结合才能踢好足球。
目前，花板桥学校的足球特色项目已经成
为学校的品牌，为更多学校的教改提供了思
路。近年来，学校立足校情，锐意进取，以足
球为中心改革创新，先后获得湖南省“语言文
字规范化学校”“经典诵读特色学校”、岳阳市
“文明单位”
“课堂教学改革实验校”等荣誉。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岳阳市花板桥
学校的校园足球项目，以一球转到教育，让教
育在改革中找到自己的特色之路，收获了成
功、喜悦。我们也坚信，花板桥学校在未来的
日子里，锐意创新，再创佳绩。
（闫 瑞 黎校勇）

二十载砥砺奋进
二十载砥砺
奋进 新时代再立新功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 20 年成就综览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柳职”） 从
1998—2018 年走过了高职教育 20 年风雨历程。从 1998 年 5 所成人高校
合并，成为国家教育部门批准成立的全国首批 14 所高职院校之一，到
2006年教育部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到2010年成为国家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再到2014年学校党代会上提出“国际引领、内涵升
级、六化并举，建成特色鲜明高职名校”的学校发展战略，如今的柳职先
后成功入选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业示范校 50 强”
“全国高职院校创新创
业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连续 18 年获得“广西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突出单位”等荣誉称号。柳职人栉风沐雨一路走来，积淀的是过往峥嵘
岁月的馈赠，如今的枝繁叶茂是曾经孜孜不倦的回报，博观而约取，厚积
而薄发，高职教育 20 年的奋发进取，成为今日一飞冲天的强大助力。
这 20 年，柳职在国际化办学、管理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团队建
设、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多点发力、多措并举、多层推
进，取得累累硕果，贡献卓越。

国际化的标准
柳职自实施高职教育以来，积极
引入国际人才培养标准和行业企业先
进标准，通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标准、实践条件建设标准、考核和
认证标准、师资培养和认证标准，构
建了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培养的
整体解决方案，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学校引进国际先进标准、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案例先后入选 2016 年、
2017 年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校长联席会
优秀案例奖。
“对接国际先进标准培养
技术骨干 ‘四方协同’服务企业全
球化战略”项目获得 2018 年教育部门
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从 2001 年 起 ， 柳 职 与 英 国 、 德
国、美国等 18 个国家与地区开展形式
多样的交流合作。把德国工商大会
（AHK
K） 和手工业协会 （HWK
HWK）
） 技能
认证标准、
认证标准
、 英国职业资格标准
英国职业资格标准、
、 欧洲
侍酒师执业资格标准、
侍酒师执业资格标准
、 工程机械行业
（柳工
柳工）
） 标准
标准、
、通信行业 （中兴
中兴）
） 标准

等国际先进职业能力标准，引入机电
类专业、汽车类专业、物流类专业、
酒店管理类专业、工程机械类专业和
通信类专业，将校外先进标准内化为
校本的学生职业能力标准、课程标
准、师资标准和实训基地建设标准。
先后实施教育部-DMG MS 数控专业
领域合作项目、FANUC 数控系统应用
技术中心项目
中心项目、
、 德国西门子先进自动
化技术联合示范实训中心项目、
化技术联合示范实训中心项目
、 教育
部门—中德职业教育汽车机电
（SGAVE
SGAVE）
） 项目
项目、
、 英国现代学徒制
英国现代学徒制项
目、德国“双元制”培养模式、柳州
市德国 AHK 职业培训中心项目、欧洲
侍酒师学校中国项目。
伴随柳工全球化战略，共建“柳
工—柳职院全球客户体验中心”
，建设
覆盖全球的中国企业海外培训基地网
络 ， 服务企业海外发展
服务企业海外发展。
。 目前
目前，
， 已在
印度、
印度
、 波兰
波兰、
、 阿联酋
阿联酋、
、 泰国
泰国、
、 俄罗斯
等 “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建立了 8 个
分中心；
分中心
； 在印度和沙特建立
在印度和沙特建立“
“ 柳职国
际工匠学院”
际工匠学院
”， 输出中国职业教育标
准 。 柳职与柳工沙特经销商卡坦尼集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团在沙特共建卡坦尼学院，全程为该
院办学提供建设和管理咨询。
建立“四方协同”机制，推动行
业企业、学校专业、合作企业和海外
产业协同发展。继与柳工开办“海外
专员班”
，拉开“订单班式”人才培养
的序幕后，又陆续开办了福达班、华
力班、五菱班、柳钢班等。积极与企
业深度合作开展双主体办学，共建中
兴通讯信息学院、华育中航学院、恒
企管理会计学院、百捷互联网学院和
尚云客软件工程学院，共同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与广西汽车集团组建成立
广西汽车产业职业教育集团，在创新
实践、协同育人项目孵化方面全面合
作，该集团现已成为自治区首批示范
性职业教育集团。

批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
师，为把柳职建成特色鲜明高职名校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现代化的管理

专业化的团队
柳职双师型教师占专任课教师总
数的 71
71..97
97%
%，副高职称以上教师占专
任课教师的 40
40..03
03%
%，是广西拥有国家
级别教学成果奖励更多的高职院校，
级别教学成果奖励更多的高职院校
，
也是广西拥有国家级别、自治区级教
学团队和教学名师人数多的高职院校。
国家教学成果奖 6 项

国家精品课程 6 门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5 门

国家级别教学名师 1 人

国家级别优秀教学团队1支

全国优秀模范教师 1 人

全国优秀教师 1 人

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2人

依托国际化项目，选派教师赴英
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进修，开展
“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开发流
程等培训。柳职有近 70%的教师有接
受境外培训的经历，培养了满足国际
化人才培养要求的专业教学团队。
为着力培养高端人才队伍，
为着力培养高端人才队伍
， 柳职
搭建人才孵化平台—
搭建人才孵化平台
——成立 21 个“优
秀人才工作室”
秀人才工作室
”
。在教学名师
在教学名师、
、技能大
师和优秀教师的引领下，
师和优秀教师的引领下
， 加快培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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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柳职率先在国内职业院
校中导入卓越绩效模式，通过制度创
新、流程再造和管理嫁接、顾客满意
度导向等，逐步实现学校从“管理”
到“服务”的根本性变革，结合学校
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教育教学主
流程、教育服务问题升级机制、一站
式综合服务中心”等本土化实践案例，
开启了卓越绩效模式在职业院校的成功
应用。
应用
。成果典型案例入选国家教育部门
2016年高职
2016
年高职“
“质量
质量·
·开放
开放·
·融合
融合”
”成果
优秀案例，
优秀案例
，获得 2018 年教育部门国家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成为区内外职业院
校教育教学质量管理的示范案例。
柳职构建了以卓越绩效模式为导
向，教学、管理、服务为焦点的“1+
3”教育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实现了三
位一体、三面联动，系统设计，使先
进标准在学校落地开花。首创用“五
等级四层次”管理成熟度标准指导教
育教学全过程，推进成熟度评估工
作 。 制 定 学 校 《绩 效 评 估 办 法》 和
《KPI 指 标 库》， 开 发 “ 绩 效 管 理 系
统”
，在管理育人中积极探索创新，提
升管理水平。
据第三方评估机构麦可思咨询(北
京)有限公司开展的满意度调查数据显
示，学生整体满意度、教学服务满意
度、家长满意度、用人满意度逐年同
步提高，卓越绩效核心价值观深入人
心。

人性化的服务
柳职始终坚持“
柳职始终坚持
“ 以师生为本
以师生为本，
，让
师生满意 ” 的理念
师生满意”
的理念，
， 以顾客为关注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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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努力实现“寓教育于服务，寓管
理于服务”的宗旨。
2014 年 9 月，柳职成立广西高校
中首个“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为
学生提供学业类、生活类、个性化服
务和 24 小时热线电话服务共四大类 26
项服务；2017 年 3 月，随着教职工服
务区的启用，
“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
升级为 2.0 版本的
版本的“
“ 综合服务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
”，
新增为教职工提供日常事务办理、
新增为教职工提供日常事务办理
、物
品发放、
品发放
、 证明办理和财务办理共四
证明办理和财务办理共四大
大
类 13 项服务
项服务。
。实现了服务的
实现了服务的“
“一站式
一站式、
、
全方位、全天候、人性化”
，创新了高
校师生事务的管理模式。
2016 年 7 月，柳职成立教职工发
展中心。通过建立学校各岗位胜任素
质模型和评估教职工岗位胜任素质，
构建关注各类岗位教职工成长发展、
关注教职工全面发展、关注教职工每
个阶段成长发展、关注教职工个性化
发展等“四关注”学习培训服务体
系，有效促进教职工职业发展，实现
学校战略目标的人才保证。

精致化的校园
“精致化”是一种意识、一种观
念、一种认真的态度、一种精益求精
的文化。柳职以精致化校园为格局，
积极营造温馨和谐育人氛围。
实施柳职文化名片工程。着力建
设环境文化、网络文化、讲坛文化、
媒体文化等文化品牌的建设工程，重
点打造校园传媒、校园网络、校园讲
坛和校园环境“四大”颇具柳职特色
的文化名片。
实施环境育人工程。通过改善校
园环境建设，让校园四季有花、步步
成景，
成景
，还有干净整洁的教学实训楼
还有干净整洁的教学实训楼、
、宽
敞明亮的图书馆等，
敞明亮的图书馆等
，校园环境育人氛围
浓厚。
浓厚
。2016 年 10 月，总体规划用地为
1000 亩，一期工程建筑面积 13 万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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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官塘校区正式启用，极大地改善了
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学校加快发展步
伐。
。积极推进
积极推进“
“智慧校园
智慧校园”
”建设
建设，
，努力
实现以学生自主学习、
实现以学生自主学习
、个性化学习
个性化学习、
、协
作学习为主要特征的智慧教学和基于互
联网、大数据的智慧管理
大数据的智慧管理。
。

卓越化的贡献
柳职搭建科技创新与技术开发平
台，
建设产学研基地，
开展技术项目研发
推广，
成立了机器人技术应用工程中心、
先进制造技术推广应用中心、
智慧校园信
息中心等，
每年与企业合作开展横向技术
课题研究 50 余项，
专利申请量位居广西
高职高专院校首位，
广西高校前5强。
2016年，
柳职新成立了广西高职首个
协同创新研究院，
研究院目前拥有一个院
士工作站、
一个自治区级工程技术中心、
5
个柳州市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肩负高端人
才引进、
技术成果转化、
企业孵化、
创新创
业、
专业人才培养的重任。2016 年 9 月，
该研究院被认定为第五批自治区级技术
转移示范机构，
使学校成为广西首个也是
仅有的一个获此荣誉的高职院校。
柳职作为柳州中小企业人才培养
基地，
年均培训与鉴定项目 100 多项、
培
训鉴定人员 1.1 万人次；积极引入美国
社区学院办学模式，打造社区教育品
牌，
面向社会开展文化艺术等培训。
种种骄人的数据表明，
柳职已成为
柳州职业教育的龙头、广西高职教育的
排头兵，
已树立起具有柳职特色的高职
教育品牌。
忆往昔峥嵘岁月，展未来任重道
远。站在新的起点上，柳职将秉承“让
学生成为企业的首选”的学校使命和
“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学校价值观，
实施“国际引领
国际引领、
、内涵升级
内涵升级、
、六化并举
六化并举，
，
建成特色鲜明高职名校”
建成特色鲜明高职名校
”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
，向
“成为受人尊重
成为受人尊重的高职名校
的高职名校”
”的学校愿
景奋力迈进。
景奋力迈进
。
（唐 艳 朱敬民
朱敬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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