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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基层新闻

■一线实践

■基层发现

全区目前已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12所，近一半的学校已成区级
以上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所有学校都有
符合标准的足球场地，中小学生周周上
足球课、班班有足球队，年年搞足球比
赛，人人参与足球活动，学生体质抽测
及格率连续5年达到95%以上……

2019年底，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被
教育部确定为2019年山东省唯一一个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作为一
个基础薄弱的县区，岱岳区是如何全面
普及青少年校园足球，推动校园足球运
动蓬勃发展的呢？

早在2016年，泰安市岱岳区就出台
了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
方案，明确了“政府支持、点式推进、
全员跟进、齐头并进”的发展路径，定
期发布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报告，并通
过“财政投、向上争、社会筹”等方
式，积极筹措资金1.2亿元，建设学校

足球场地设施，全面解决了场地少、没
地方踢球的问题。

“我们设立了校园足球专项经费，区
财政从区本级可安排使用的体育彩票公
益金计划中，每年列支15%的经费，用
于发展校园足球，学生参加所有类型比
赛不交一分钱；严格督促国家级青少年
校园足球特色校将生均经费10%用于发
展校园足球。同时，在全面实施校方责
任险的基础上，区教育和体育局统一购
买大型活动团体险、一赛一险及运动训
练意外伤害保险，为规避运动训练与赛
事活动风险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岱岳
区教体局党组成员、主任科员段文强说。

如何调动学校开展校园足球的积极
性呢？岱岳区将特色校的校园足球开展
情况纳入教育督导指标体系，制定了系
统的督导考核细则，每学期逐校督导一
次，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并建立
校园足球发展评估制度，每年对校园足

球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我们将全区所有学校的学生体质达

标考核情况，直接与足球教师绩效考评
挂钩，把学校足球业余训练和参加省市
区三级联赛情况，也列入对学校的年度
目标考核，分别在教育督导和教学质量
评估中进行量化。”岱岳区教体局党组成
员、教育科研中心主任范正和说。

搞好校园足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
题，就是师资短缺。岱岳区坚持多渠道
配足补齐、多方式培养培训，配强专业
教师队伍。目前，已引进亚足联C级、
英足总L2级教练员、国家一级足球裁判
员燕龙翔担任全区校园足球主教练，每
年在新教师招聘中专门设编招考足球专
业教师，目前专业教师达到23名。以此
为基础，岱岳区还专门成立了全区校园
足球教研组、足球特色学校联盟，加大
体育教师全员培训力度，提升整体水平。

岱岳区还不断健全保障机制，提高足

球教师待遇，将训练、竞赛以及大课间、课
外活动等计入教师工作量，保障足球教师
在职务评聘、福利待遇、评优表彰等方面
与其他学科教师同等待遇，并按照实际贡
献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管理。

“在此基础上，我们重点聚焦普及工
作，把校园足球工作作为立德树人的重
要载体和抓手，强力推广和普及校园足
球运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并将所有学生足球学习情况，纳入
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参考和初中学业水
平测试范围。”岱岳区教体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增军说。

“校园里踢球的孩子多了，会踢的孩
子多了，踢得好的孩子多了，喜欢上体育
课的孩子也多了，岱岳区已连续5年在全
市学生体质抽测中及格率达95%以上，
中小学生在各级各类省市足球比赛中历
获佳绩，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效果。”岱岳
区教体局体卫艺科主任李艳清说。

泰安岱岳区 踢得好的孩子多了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李云涛

本报讯（记者 程墨 特约
通讯员 陈学兵） 4月下旬的一
个周末虽然气温又降，细雨纷
飞，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百来个
孩子却感到心里暖乎乎的。这
108名学生有个共同的身份，他
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武汉抗疫的
本地一线医护人员，孩子们每
人都收到了区教育局送来的珍
贵礼物——三件漂亮的彩绘抗疫
纪念文化衫。穿上这样特别的

“亲子装”，照一张“载入家史”
的合家欢，孩子们感到无比的开
心而自豪。

据青山区教育局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抗疫期间青山区教育局
与团区委共同发起“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行动，前期动员近
2000名师生创作5000多件彩绘
文化衫，赠送给陆续离开武汉的
援鄂医疗队，以表达对最美逆行
的白衣天使们的感恩之情。

为表达对本地一线医护人员
的感恩之情，青山区教育局决定
继续推进“与子同袍”行动，又
精心制作了500件文化衫，分别
赠送给系统内108名双一线医护
人员子弟。青山区教育局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次活动
对孩子们来说既是很好的居家

“绽艺”时光，又是很好的感恩
教育契机。

钢城一小（303）班的常思
妍对收到的文化衫爱不释手，她
说：“爸妈不在的这段时间，为
了不让他们担心，我不仅学会了
使用电脑和手机上网课，还承担
了照顾弟弟的任务，教他学习数
数、唱歌、吃饭，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同时还帮助爷爷奶奶做
力所能及的家务，充当爷爷奶奶
的小语文老师，读手机上的信息
给他们听，让他们也了解这次疫
情的具体情况和防范知识。”

武汉青山区开展“与子同袍”行动

敖溪小学的“小菜园”总面
积为2.3亩，坐落在学校教学楼
侧面的一个小山坡上，是贵州省
余庆县所有学校“小菜园”中面
积最大的，看起来就好像是一幅
山水画。

春夏之际，当满园一片绿色
时，不管是学校的老师，还是附
近的摄影爱好者，都喜欢拿着手
机相机来这里“闪”几张。“小
菜园”成为了这里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个剪影。校长胡国军说，

“小菜园”其实就是一个生态植
物园，已被省里确定为“雨露家
园”，用来培养学生的自立自强
和自尊意识。

这是贵州省遵义市近年来开
展“小菜园·大德育”活动的一
个缩影。

余庆县是“四在农家”实践
的首发地，当地推进“富在农
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
农家”。为探索做好学校德育工
作和劳动教育，当地在“四在农
家”建设中找寻教育的力量。余
庆县教育局于2016年8月印发
《关于德育团队工作意见的通
知》，要求全县学校因地制宜地
开展“小菜园·大德育”活动，
提出“小菜园”要做到“合理规
划、实践效果好、资料收集齐
全，达到‘寓教于园，乐在于
园’和‘菜园出智慧，菜园能育
人’”的德育工作目标。

在“小菜园”建设推进过程
中，县教育局每年预算10万至
20万专项经费用于示范“小菜
园”的打造和德育工作研究；县教
育局及时召开“小菜园·大德育”
现场推进会，专题研究、专题部署
相关工作，使得“小菜园”的“大德
育”作用不断显现。

凉风中学把“小菜园”创建
活动作为学校的一项突出工作来
抓，教师们把学校教学楼后面的
一块荒地打造成既是菜园又是十
二生肖园的一个小园子。整个小
菜园共分为十二小块，分别是

“鼠、牛、虎和兔”等生肖园，“小菜
园”的围墙上，还悬挂着各种农
具。园子里，葱、蒜和莴笋等长得

正旺盛，整个“小菜园”差不多就
是一个农耕文化博物馆。

龙溪小学的“小菜园”被师
生命名为“德馨园”。这个园名
是向全校师生征集得来的。现在

“小菜园”里的16个小园的名
字，都是从学生们取的名字中产
生的。洞水小学、花山小学等一
些农村学校，以300元一亩的价
格租赁附近农户的耕地作为学校
的“小菜园”。

据统计，截至目前除县城学
校因为无地可建以外，通过利用
自有的空闲地，或者是采取“农
户+租赁”形式，争取社会支持
等，县城外其他的120余所学校
都建设有面积为1至2亩不等的
小菜园，总面积达130余亩。

劳动的果实当然由学生们来
品尝。余庆县还支持学校以略高
于当地市场价的方式回购小菜园
生产的蔬菜，所得经费用于班级

“劳动小能手”的奖励。龙溪小
学食堂目前已经收购“小菜园”
里种的大白菜、莲花白、洋芋、
红菜苔、芹菜和葱苗等有机蔬菜
2300多斤，产值达4000多元。
构皮滩中学对学生在“小菜园”
里的蔬菜，按高于市场价20%
的价格进行回收，学生们不但品
尝到了自己栽种的蔬菜，品尝到
了劳动的味道，售卖蔬菜所得还
可以作为班费来开支。

余庆县还把“小菜园·大德
育”活动作为培养教师科研能力
的一个重要途径来抓，目前已有
包括唐勇、赵仕锐和田维松等在
内的17名教师撰写与劳动、德
育教育等相关的文章29篇，对
学校乃至全县的“小菜园·大德
育”活动进行总结、提炼和提
升。

“学生挖土砌墙、汗流浃背地
建设‘小菜园’，对自己种植的蔬
菜进行管理，本身就是一种很好
的责任和成长教育。今后，我们
将以《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为劳动教
育的总抓手，为社会培养更多的
合格劳动者。”余庆县教育局局长
李毅说。

120余所农村学校先后建起“小菜园”

贵州余庆：“小菜园”里的大教育
本报记者 景应忠

本报讯（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施
玮 范苏）受疫情影响，同学们度过了
一个“超长”寒假。近日，两万余名学
子陆续从全国各地回到阔别已久的南通
大学。

由于南通多雨潮湿，宿舍里的被褥
衣物成了他们十分担心的问题。“老
师，我晚上10点多的火车，到学校估计
半夜了，您能帮我晒下被子吗？”“老师，
听说报到当天下雨，您能帮我提前晒下
床垫吗？”临近返校，南通大学医学院的
辅导员们接到了十多个“求助”电话。

“晒一条也是晒，晒一百条也是
晒。”辅导员杨敏把学生们的担忧看在
眼里，在确保进出公寓区符合疫情防控
要求之后，和学院其他辅导员一商量索
性进行晒被褥“云接单”，在学生通讯
群里直接询问哪些学生需要晒被褥，老
师可以提供帮助。短短半天“订单”爆
棚，校区内的5幢公寓楼162间宿舍的
234名同学在线提出“求助”。

趁返校前阳光明媚的好天气，辅导
员老师们连续五天进出各个宿舍，早晨
9点一床床被褥晒出去，下午3点再一
床床收回去，并细心地用不同颜色的夹
子和便签给晾晒的被褥做好标记。老师
们还检查了学生宿舍，做好宿舍通风工
作，并对门窗、照明有损坏的宿舍及时
报修。

这几天，春雨裹着丝丝寒意，但回
到学校的学生们却感受到家一般的温
暖。“铺开时能闻到满满的太阳的味
道。”临床医学专业的许亦萱同学盖着
蓬松的被子心中一片温暖。“感谢老
师，你们太贴心了，我还担心孩子第
一晚要盖着受潮发霉的被子睡觉呢。”
口腔医学专业刘萌同学的母亲得知

“云接单”的消息后给老师发来感谢的
短信。

除了“云接单”为学生晒被褥，返
校报到期间，南通大学老师们还主动扮
演起了“搬运工”“服务员”，将自己
的私家车变成了“搬运车”，忙前忙后
为学生搬运大大小小的行李，并准备
热气腾腾的姜茶，舒缓返校学子的舟
车劳顿，还为学生们送上口罩和亲手
灌制的中药香囊，用温暖守护着每一
名同学。

南通大学“云接单”
为学生晒被褥

本报讯（记者 孙军 通讯员 韩
洪烁）登录双选平台、在线投递电子简
历、进入网络面试……近日，山东科技
大学土建学院湖北籍毕业生孔维松坐在
电脑前轻点手指，与中建八局青岛分公
司完成“网络签约”。他激动地表示，面
对疫情“宅”在家中，连日来在学校和
学院老师“一对一”的指点下，自己走
出了就业面试、签约的困境，顺利找到
了心仪的工作。

“山东科技大学今年夏季共有51名
湖北籍毕业生，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
情，湖北成为全国疫情的重灾区，这51
名学生就业问题也成为全校领导和教师
的牵挂。”该校学生工作处处长王震表
示，对于湖北籍毕业生来说，疫情的影
响可能更加直接，在就业求职时出现焦

虑、畏难等情绪的可能性也更大，为此
帮助他们找工作就业，学校“承包”
了。学校首先解决他们的“心理焦虑”，
再提供精确信息帮助他们去自主择业就
业。

疫情期间，该校把湖北籍毕业生一
一“造册”纳入就业帮扶重点群体，“一
对一”精准帮扶毕业生就业。学校充分
调动毕业生人生导师、班主任、辅导员
的力量，对湖北籍毕业生进行点对点

“承包”，通过“网络谈心室”开展线上
心理辅导，了解其就业意向，给出针对
性意见，为他们的生活和就业提供帮
助。同时，按照“一人一策”，为他们优
先推荐工作岗位。

一系列用心、贴心、暖心的帮扶就
业举措，让全校湖北籍毕业生纷纷圆了

就业梦。家住湖北襄阳的外国语学院研
究生王怀望在导师和辅导员的帮助和推
荐下，签约了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湖北黄冈籍毕业生项杰深受战

“疫”英雄事迹的熏陶，在学校退伍大学
生士兵马凤强等人的入伍“空中宣讲”
活动启发下，已报名毕业参军入伍；机
电学院毕业生何金桥是一名党员，自己
成功签约后，主动联系小组内湖北黄冈
籍毕业生耿欢，两人一起收集招聘信
息、推演求职策略、分享面试技巧……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
蕾。”全天候就业辅导、精准推送就业信
息……该校在51名湖北籍毕业生的就业
服务中，坚持为他们提供平等就业机
会，精准服务，频出“心”招，实现了
湖北籍毕业生绝大部分学生成功就业。

山东科技大学

“一人一策”精准助力湖北籍毕业生就业

4月20日放学后，安徽省界首市王烈桥中心学校九年级教师在学校教工活动中心锻炼身体。王
烈桥中心学校是一所偏僻的农村学校，许多老师工作期间吃住在校，为了让老师教得好、留得下，
该校通过建设教工活动中心、读书室，让老师们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目前，界首市所有农
村中心学校都建设了教工活动中心。 赵亮 刘亚陆 摄

在校也快乐

■一线关注

迅速投入研发
佛科力量展露锋芒

长期以来形成的与高端科研院所、龙头企
业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为学校这次科技战

“疫”助力复工复产争取了时间、赢得了主动。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科研团队联合佛山市中山

大学研究院、佛山光垒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等单
位第一时间成立项目小组，很快研发出具有紫
外杀菌、喷淋消毒和红外烘干功能三位一体的
高污染性防护服智能消毒清洁设备，研究成果
报送省科技部门。材料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科
研团队与中山逸航照明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
开发出兼具杀菌、分解甲醛及有机挥发物和去
除细小颗粒物的多功能空气消毒净化机，目前
原型机已研制成功，正在检测评价，准备批量
化生产。该学院科研团队还开发了一款新型超
高效自杀菌、自清洁的智能医用抗菌材料，申
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广东省联合基金青年
基金项目的立项支持，目前正积极与企业洽谈。

开展集智攻关
产教融合探索新路

加强与国内一流学科开展科研合作、与一

流高校和一流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是学校提高
科研实力和水平、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举措，
这种联合机制在这次科技战“疫”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科研团队联合中
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利用基
因编辑领域新技术，研发灵敏度高、特异性强
和价格低廉的核酸生物传感器，研究成果在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在线发表。同时，他们着手
研发全自动快速检测设备，为大规模病毒检测
与诊断提供快速准确而低廉的解决方案。生命
科学与工程学院科研团队联合中山大学、广东
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申报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检测技术研发”项目获佛山市科
技部门新冠肺炎应急科技攻关专项立项。学校
联合培养研究生合作企业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
司“中药配方颗粒智能调配系统”第一时间助
力“肺炎1号方”大规模生产，在新冠肺炎治
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理交融
展示名城名校智库威力

在科技战“疫”中，学校文理学科毫不
逊色。数学与大数据学院大数据分析团队，
紧急启用30万元资金购买移动公司有关数据
开展疫情风险评估和应对策略研究，为国家
的疫情发展提供分析报告，目前已经被国家
采用。经济管理与法学院科研团队依托省

“创新与经济转型升级研究中心”和“佛山市
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等平台，配合省社科机
构，围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中小
企业的困境与对策、有序推动复工生产等方
面精准建言献策，《关于疫情下我省中小型制
造业企业经营面临的风险及对策建议》被省
社科机构编入《南方智库专报》，送往省政府
部门审阅。

“云指导”“云帮扶”
携手战“疫”共渡难关

为推动精准扶贫，去年学校组织了7支科
技特派员队伍深入粤东西北农村开展科技扶
贫。疫情发生以来，科技特派员团队纷纷行动
起来，采取“一对一”定点服务形式，利用视
频会议、微信、邮寄、电话等非接触式途径，
开展防疫、养殖、备耕等科技服务和业务指
导，服务对象达200多人次。同时，学校响应
国家部署和广东省政府部门号召，对重疫区高
校开展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走在前列。学校与
中南民族大学签署了6大毕业生就业创业帮扶
协议，为中南民大毕业生提供与佛科院毕业生
同等的就业创业资源、扶持政策、入驻条件
等，帮助中南民大做好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校长 郝志峰）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校地协同共战“疫” 复产按下“快进键”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生产和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作
为地处国家制造业大市佛山的一所高水平理工
科大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科技研发，利用学校“高校+高端科研
院所+龙头企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势，以及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高校+中心+示范点”人
才培养模式优势，迅速组织人员，开展科研攻
关，为战“疫”复产贡献学校科技创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