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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开
展足球特色幼儿园试点工作的通知》，
再次吹响了“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
集结号。纵观几年来的理论和实践探
索，我们发现中国娃娃足球发展呈现出
一些新特征。

娃娃足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足球，
必须明确娃娃足球的价值定位和发展理
念。首先，娃娃足球核心的功能是教育
功能，而不是专业功能。它是幼儿园五
大领域中健康领域内容的新的重要载
体，也是整合五大领域的有效形式。其
次，娃娃足球主要的活动形式是游戏，
因此，娃娃足球一定要游戏化、趣味
化。再其次，娃娃足球最终目标是促进
幼儿全面发展。通过足球游戏不但促进
幼儿的健康成长，也给幼儿带来童年的
快乐，全面促进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
展。娃娃足球让孩子们从小接触足球、
认识足球、关注足球、爱玩足球、喜欢
足球到热爱足球，这对于充实足球后备
力量、尽早发现足球人才，具有重要作
用。

如何使娃娃足球与幼儿教育实现从
点的结合拓展到面的融合？如果一直把

娃娃足球作为一个项目和幼儿融合，始终
是点的结合。但如果把优秀品格的培养、
优良习惯的养成与孩子注意力、观察能
力、判断能力及认知能力结合起来，就将
从点的结合拓展到面的融合。这样，娃娃
足球才可能真正扎根幼儿园，走进家庭，
走进生活。

如何解决娃娃足球“教练”与教师
的问题？用足球教练去教或训练学前儿
童，非常容易把少儿足球变为成人足球
微缩化，在不经意间走到早期专业化的
轨道上。这是决定娃娃足球能否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问题，而把幼儿园教师变为
能和孩子一起玩足球的幼儿足球教师，
既保持了足球的特征，又充分发挥了幼
儿教师的专业性，把早期“专业训练”，
变为“适宜性游戏”，充分体现了幼儿体
育活动的适宜性特征。

瞄准未来，树立中国娃娃足球发展的
科学理念。这既需要建立专业化、高水准
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也需要组建以幼
儿教育专家、幼儿体育专家、足球专家、
儿童医学专家等为主导，跨学科、融合开
放式的科研团队，还需要遵循足球运动项
目的发展规律，尊重学前儿童的成长规

律，积极探索中国未来娃娃足球的“基因
工程”。娃娃足球应通过让足球游戏化来
充分调动儿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让儿童成为娃娃足球游戏的主人，成
为娃娃足球游戏的主体，培养兴趣、形成
爱好、发展成特长。

当然，我们也要遵循 《3—6 岁儿童
发展纲要》，以早期兴趣化替代早期“专
业”化，让足球与幼儿教育的融合性大于
足球的“专业”性，并释放娃娃足球的快
乐功能，达到促进健康全面发展的功能，
要用感知积极促进认知的发展。同时，还
应突破现存足球与娃娃足球模式基本相同
的形式单纯是比赛的制约因素，缓解用专
业足球、青少年足球的微缩模式搭建幼儿
足球内容的矛盾。

我们也要遵循“简单就是快乐的原
则 ”， 制 订 《3—6 岁 幼 儿 足 球 操 作 指
南》。同时，把优秀品格培养、优良习惯
养成，融合在游戏中。在游戏中，既要体
现出足球运动的特征，更要尊重幼儿教育
的本质。

同时，我们还要尽快建立全国高水平
的娃娃足球的幼儿足球教师培训基地，让
娃娃足球有效促进幼儿全面健康发展得以

充分体现，让娃娃足球有效促进儿童认知
发展充分体现出来，让娃娃足球有效培养
优秀品格、养成良好习惯、能交流、能表
达、有礼貌、能约束自己、发展自己的效
果充分体现出来。

当然，探索中国娃娃足球特有的发展
方式，需要地方教育部门、足协、幼儿
园、小学及家长达成思想观念上的统一和
计划行动上的一致，以足球特色幼儿园的
形式，以娃娃足球发展联盟的形式，以娃
娃足球家长委员会的形式，以幼小衔接训
练基地的形式，搭建操作平台相互促进，
拓展发展的领域与空间。

要把娃娃足球适宜性的足球游戏建设
成足球运动与幼儿教育理论上的“融合
剂”，教育内容上的“混凝土”，行动上的

“预埋件”。让足球扎根于幼儿教育的土
壤，在孩子天真的心灵里生根、生长；让
孩子的天性释放在幼儿足球游戏中；让孩
子及人类的本能，伴随着岁月与足球一同
成长。

（张守伟系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
长；缴润凯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幼儿园
园长培训中心主任；裴海泓系吉林大学体
育学院教授）

以足球特色幼儿园探索娃娃足球模式
张守伟 缴润凯 裴海泓

近日，教育部印发了 《关于开展足
球特色幼儿园试点工作的通知》，一石
激起千层浪，《通知》 的印发，引发教
育界、体育界及学前教育界人士和学校
体育专家学者的热议。为此，记者专访
了全国校足办相关负责人。

校园足球工作重心下移的
关键一步

“这次足球特色幼儿园试点工作是
校园足球工作重心下移迈出的关键一
步，也是贯彻落实‘足球从娃娃抓起’
指示的重要体现，其主要目的是让幼儿
享受足球乐趣。”接受记者采访时，全
国校足办相关负责人告许记者。他介绍
说：“ 《通知》 以指导思想、工作目标
为大方向，通过对试点原则、试点范
围、任务要求、组织实施等涉及试点工
作的各个层面进行具体部署，明确了试
点工作的重点任务。”

事实上，“足球从娃娃抓起”的发
展理念是一以贯之的。1985年，邓小平
同志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2015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发展
振兴足球事业，注重打好群众基础、夯
实人才根基，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
起，从基础抓起，从群众性参与抓起”。

201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强调要
发挥足球育人功能，增强家长、社会的
认同和支持，让更多学生热爱足球、享
受足球，使参与足球运动成为体验、适
应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
2015 年 7 月，教育部等 6 部门印发 《关
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意
见》，提出大力普及足球运动，培育健
康足球文化，弘扬阳光向上的体育精
神，加强基础条件和基础工程建设。

2014 年，校园足球由教育部牵头开
展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至 2018
年底，教育部在全国建立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2.4万余所、试点县（区、市）135个、综合
改革试验区38个、“满天星”训练营47期；
师资、场地、经费等保障条件明显改善，全
国中小学新增4万片 （块） 运动场地。

为了进一步加强校园足球的普及工
作，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 《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基本要求 （试
行）》，该 《要求》 提出，改革试验区
根据世界足球强国在儿童 5 岁左右就开
始足球启蒙教育的普遍情况，进一步下
移普及重心，积极将足球运动向幼儿园
延伸，夯实校园足球基础。

“从娃娃抓起”成国内外足
球共识

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
在 于 增 强 人 民 体 质, 培 养 人 们 爱 国 主
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巴
西、阿根廷、西班牙、英国等足球发达
国家，很多孩子从会走路时就开始接触
足球。球王马拉多纳的足球生涯就是从
3岁开始的。当今足坛明星梅西，5岁就
在街区少年队踢球。

国际著名儿童心理与儿童足球教育
专家殷红博指出，3到6岁是幼儿的运动

兴趣、运动习惯、运动认知和运动技能
产生发展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建立起来
的运动兴趣、运动习惯将持续一生。

国际著名足球教练、前中国国青队
主教练埃克哈德·克劳琛和丹麦幼儿足
球研究专家团队负责人皮特·克鲁斯楚
普提出，欧洲大部分国家幼儿足球从4岁
开始，具有丰富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

英足总技术部基层教练总监赖斯指
出，英足总每年会定期选派讲师到各幼
儿机构培训足球教师，并通过让每个孩
子更多地触球、更多地参加各种足球游
戏传递足球理念。

目前我国各地已逐步探索幼儿足球
的发展经验。内蒙古遴选创建 293 所足
球特色幼儿园。吉林研发“中国娃娃足
球”项目，指导省内80多家幼儿园开展娃
娃足球。江苏稳步推进幼儿足球工作，举
办“童趣足球”观摩活动，创建135所足球
特色幼儿园，探索建立从幼儿园、中小学
到大学的足球人才培养全过程输送通
道。河南省校足办成立幼儿工作部，带动
和推广各地幼儿足球工作⋯⋯各地通过
将足球育人功能与幼儿的天性有机结合，
让幼儿真正享受到足球运动的乐趣，这些
都为“足球从娃娃抓起”奠定了基础。

娃娃足球的核心理念是游戏

“ 幼 儿 足 球 的 核 心 理 念 是 足 球 游
戏，主要目的是帮助幼儿通过足球游戏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该负责人说。

他指出，游戏的情节有趣、形式多
样，是幼儿的最爱。游戏既符合幼儿的
心理、生理特点，又能激发幼儿积极探
索和活动的兴趣。在游戏过程中，幼儿
可通过观察、思考、判断等对游戏做出
相对应的动作以完成相应的游戏。“只

有培养幼儿对足球游戏活动的兴趣，让
幼儿在玩中学，在学中玩，才能激发幼
儿对足球游戏活动的兴趣，使幼儿的身
体获得充分锻炼。”他说。

《通知》 指出，要坚持以游戏为基
本活动，珍视幼儿游戏活动的独特价
值，保护幼儿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尊
重个体差异，促进幼儿在活动中通过亲
身体验、直接感知、实践操作了解并喜
爱足球运动。

开展足球特色幼儿园应注
意的事项

幼儿足球虽然是校园足球的基础，
但又和校园足球有诸多不同，因此必须
根据幼儿成长规律和足球运动规律稳步
推进试点工作。

该负责人强调，一是应避免单一
化、机械化。推进足球特色幼儿园试点
工作不是将足球作为幼儿园唯一的游戏
活动。《通知》 要求应以普及性的幼儿
足球游戏培养广大幼儿浓郁的足球兴
趣，营造良好的足球文化氛围。同时开
展丰富多样、适合幼儿年龄特点的各种
身体活动，鼓励幼儿进行跑跳、钻爬、
攀登、投掷、拍球等活动，促进幼儿基
本运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给孩子们成长
成才提供无限可能。

二是应避免商业化、小学化。幼儿
园不属于义务教育，在相关工作开展过
程中容易出现商业化、小学化倾向，给
家长、幼儿园带来额外负担。《通知》
要求应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牢牢把握公
益普惠基本方向，从实际出发，量力而
行，注重引导，鼓励多元化发展，根据
幼儿年龄段特征开发幼儿足球等游戏项
目，制定幼儿足球实施计划，坚决克服
和纠正商业化、小学化倾向。

三是应避免训练化、形式化。幼儿足
球的核心是游戏，明显区别于青少年的足
球技能训练，应避免训练化、形式化的足
球运动伤害幼儿的身心健康。《通知》 要求
应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把
握幼儿足球发展规律和特点，转变发展思
路，创新发展方式，让幼儿享受足球乐
趣，培养足球兴趣。灵活运用集体、小组
和个人活动等多种形式，合理安排和组织
幼儿一日生活，保证幼儿有足够的户外活
动时间，促进幼儿在活动中通过亲身体
验、直接感知、实践操作进行足球游戏。

四是应避免功利化、急躁化。足球特
色幼儿园试点工作是一项基础工程，要有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
的历史担当，久久为功，持续用力。《通
知》 坚持先行先试、稳步推进的原则，要
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校园足球
发展实际情况，优先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改革试验区、试点县 （区） 和“满天
星”训练营所在地稳步推进试点工作。同
时，每省份推荐 50—200 个幼儿园作为试
点单位，推荐指标可结合各地工作实际情
况作适当调整，确保成熟一个发展一个。

对于如何推进足球特色幼儿园试点工
作的问题，该负责人说：“全国校足办将组
织学前教育专家和体育运动专家共同研制
出台‘足球特色幼儿园足球活动指南’，为
足球特色幼儿园日常工作提供专业指导。
同时，会同英格兰足球总会，吸纳社会公
益力量，组织开展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培
训。在全国遴选优秀幼儿足球游戏案例、
总结推广地方经验做法，并在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年度总结活动中表彰优秀足
球特色幼儿园、园长和教师。”

当然，幼儿足球的发展必须形成社会
共识，而培育健康的足球文化、浓郁的足
球氛围，更需要教师、幼儿、幼儿园、家
庭和政府以及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帮助幼儿在享受足球乐趣中成长
本报记者 李小伟

体育课教什么？怎样教？这是每个学
校应该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
道中心学校“从上好一节课开始”进行了
大胆的改革，激发了体育教学的新活力。

改革从制度开始。学校成立了体育教
学改革领导小组和推进小组，制定体育课
教学标准和学生体质监测等制度，引领体
育教学改革。

为了让每一位教师上好体育课，学校
通过校本培训、与体育特色学校结对子、
教师走教等形式，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技
能；返聘退休的专业体育教师来校指导，
聘请社会上有特长的人员到校做兼任教
师。在“评优树先”活动中，学校通过提
高体育教师比例，激发体育教师的工作积
极性。

为了配合体育教师上好体育课，学校
开发兴趣体育校本课程，课程设置必修和
选修两个内容，必修以田径、足球、体操
为主，选修内容包括球类，像篮球、毽
球、乒乓球等。健康教育以心理健康教
育、传染病预防、饮食健康教育等，充实
了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构建是上好体育课的前提。
学校构建了围绕身体状况选择运动项目的
分层教学的新路子，具体做法是，首先测
试学生的体质，根据测试结果，把学生分
为三类，分别是体质弱组、中等组、强
组，然后根据不同类别学生的体质特点，
制定教学目标，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最
终达到提高小学生体质的核心目的。

改革评价标准是上好体育课的有效保
障。学校构建了校内体育、家庭体育、社
区体育三位一体的评价机制，围绕学生的
身体素质和参加体育的热情两个方面进行
考评。身体素质包括心理品质、忍耐力、
意志品质、体能等方面，学习热情包括参
与度、选修课时数、体育兴趣等方面。学
校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评价细则，评价结果
纳入综合素质评价。

家长是上好体育课的助推器。学校通过家委会、家长会，帮助
家长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改变评价孩子单纯看学习成绩的观点，
把孩子的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切实做提高孩子体质的引领者、实
施者。学校要求家长全员参与，督促孩子在家不忘健身，积极创造
条件为孩子健身提供方便。

学校成立田径、足球、传统体育、武术、时尚体育 5 个俱乐
部，周一、周五活动，供学生选修。同时，成立了“小眼镜”矫
正、“小胖墩”瘦身、“小驼背”矫正3个俱乐部，利用双休日半天
的时间集中活动，其他时间根据辅导员布置的作业，有针对性地自
由活动，以全面促进学生体质的整体提高。同时，与周边3所体育
特色学校组建了体育教学协作共同体，定期进行体育课会诊，体育
教师流动教学，开展联赛等活动，取长补短，提高体育教学实效。

如今，学校学生上体育课的兴趣越来越高，体育课逃课现象少
了，体育课成为学生最喜欢的课程。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固堤街道中心学校）

体
育
教
学
改
革
从
上
好
一
节
课
开
始

王建梅

石波涛

本报讯 （记者 李小伟）
根据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
发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实施方案〉 的通知》 部署，近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
遴选首届全国中小学健康教育
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人选的通
知》，面向全国遴选专家，组建
首届全国中小学健康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对中
小学健康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

《通知》明确了遴选工作的总

体要求、遴选条件、遴选程序。教
指委是在教育部领导下，对中小
学校健康教育教学工作发挥咨
询、研究、评估、指导等作用的专
家组织，其主要职责是组织开展
中小学健康教育教学重大理论与
实践研究，就教材建设、教育教学
方法改革、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
等向教育部提出精准、专业、科
学、严谨的咨询意见和建议，开展
健康教育教师培训、成果鉴定和
教学指导等工作。

教育部发文遴选
首届全国中小学健康教育专家

□自由谈

□特别关注

本报讯 （记者 李小伟）
为“助力冬奥，营造氛围”，由
中国冰球协会、北京市体育局
支持，国冰体育发展 （北京）
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9“五粮液
杯”国际高校冰球联赛日前在
北京首钢园冰球馆举行。本次
联赛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
罗斯、韩国、芬兰、捷克、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 8 个国
家 的 8 支 男 子 高 校 冰 球 队 参
赛，旨在大力推动冰球运动，
加强赛事宣传，扩大赛事影响
力，打造北京“冰球名片”。

据了解，本次赛事采用小组
单循环积分制和淘汰赛的方式，
8 支 队 伍 被 分 为 A、B 两 个 小
组。据了解，如此大规模的国际
间高校冰球比赛在国内尚属首
次，比赛将在每年举办，聚拢国
际冰球青年人才，增进了解，加
强交流，巩固友谊。

本次比赛有多所“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所在的大学球队
参与，是“一带一路”倡议在
冰球赛事上的一次重要实践，
也是促进实现“三亿人参与冰
雪”的有效助力。

2019国际高校
冰球联赛在京举行

□新闻速递

本报讯 （通讯员 吴键）
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承办、首都体育学
院协办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师资国家级专项培训”近日
在北京举行。来自内蒙古自治
区、吉林省的近 270 名 2018 年
度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
中小学校长参加了本次培训。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司长、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
峰以“校园足球的发展格局及未
来规划”为主题，围绕校园足球
的价值体系、动力系统和基本内
涵等问题在培训班上作了专题
讲座。他说，推进校园足球，是
要以校园足球为突破口，整体推
进学校体育改革，进而推进教育
改革，校园足球的发展应成为教
育改革的推动力量。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师资国家级专项培训举行

严平严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