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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

国庆期间，一则新闻上了

热搜：四川省资阳市一位91岁

的老人黄廷镶，曾是一名中学

体育教师。虽然已经退休 30

年，身体还是非常硬朗，依然

每周坚持给学生上体育课。

并且在他任教的班级，从未出

现体育课被其他课占用的情

况，每个班每周必须上两节体

育课。他说：“没有任何老师

敢占我的体育课。”一时间，黄

老师被网友热捧为“心中最期

待的体育老师”。

其实，在视频发出不久，

当地教育部门就辟谣了，表示

不可能请退休已久的黄老师

上体育课。这么看来，令网友

们感动的“没有任何老师敢占

我的体育课”更像是一场“炒

作”，但这“炒作”能走红，反映

出网友们对学校开齐开足体

育课的期待。

而笔者想说的是，通过

一位 91 岁的退休教师之口发

出“不敢占”体育课的期盼，

多少有些无奈。试想，91 岁

退休教师德高望重，这么热

爱体育教学，谁敢占他的体

育课？换一个人呢，如果是

青年教师，能反对学校或年

级负责人安排其他学科的教

学，挤占体育课吗？

要确保学校体育课不被

挤占，不是依靠个别人的威望

或对体育的重视，让其他学科

教师“不敢占”，而应该强调依

法治校，做到“不能占”。“不敢

占”更多取决于个体的态度，

如某校校长很重视体育，要求

其他学科教学不能挤占体育

课与体育活动时间；再如有黄

老师这样的前辈在，其他教师

碍于他的威望“不敢占”。

“不敢占”并不能确保体育课“不被占”。

换一个校长、换一个体育教师，其他学科教师

就可能敢占体育课了。即便将体育纳入中

考，成为中考的计分科目，但鉴于体育中考的

分值比语数外分值低，以及体育统测是在初

三进行，一些初中学校还是会采取到初三集

中训练突击准备的方式应对体育中考，平时

挤占体育课与体育活动时间。至于小学阶

段，由于不重视体育，以及体育教师短缺等原

因，体育课不开足、被挤占的就更多了。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强化

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

见》要求，完善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建

立大中小学体育课程衔接体系。各地中小学

校要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好

体育课程，严禁削减、挤占体育课时间。各地

要利用现有政策和渠道，按标准配齐体育教

师和体育教研人员。2019年，教育部再次要

求，中小学生每天在校内要有一小时体育活

动，到家里也要参加一小时室外活动，保证每

天两小时。

那么，就应该对不开足开好体育课程，削

减、挤占体育课时间的学校坚定说不。要完

善问责机制，对不按规定保障体育课与体育

活动时间的学校以及教育部门，依法追究责

任，从而做到“不能占”。做到基础教育的“五

育”并举，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很重要，但根本

在于依法治教，保障并监督各学校依法开齐

基础教育课程。

□本报记者 叶青云

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召开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

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

志，特别强调“青少年校园足球现在开

始推广和普及起来，还要久久为功”。

自2015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球的实施

意见》以来，校园足球推广遍地开花，教

学训练和竞赛选拔体系不断完善，师

资、场地、科研和经费等保障条件建设

稳步推进，用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

育司司长王登峰的话说，“青少年校园

足球已经步入2.0时代”。

然而，校园足球在推进的过程中，

也遇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开展超

越学生能力承受范围的训练及比赛，

歪曲足球运动的初衷把足球沦为表演

工具等，那么，2.0时代的校园足球究

竟该如何去除这些沉疴，有效推进？

记者就此走访了我省部分中小学及幼

儿园，听听专家和一线教师们的意见

和建议。

中小学提升普及水平

近年来，我省中小学校园足球发展

速度很快，成效显著，目前全省已有国

家级、省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276所，

到今年年底，将突破2000所。这其中，

课程、师资、比赛，正是中小学提升校园

足球普及水平的关键。

“落实校园足球，关键是要回归足

球作为运动而非课目的本质，所以要

专业和兴趣并举，比赛和娱乐同行。”

正如诸暨市陶朱街道中心学校校长钟

力所说，我省各地各校诞生了一大批

特色足球课程和足球活动。低年级以

培养学生的兴趣为主，穿插一些足球

的基本常识；高年级则注重技战术培

养，开展专业训练、正规比赛，同时选

拔精英形成专业队员梯队。

“人人会足球，班班有球队，年年

有联赛”是衢州市柯城区实验小学校

园足球特色发展的目标。该校自

2000年起开展校园足球，是教育部命

名的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学校通过足球基础性课程、拓

展性课程和人才培优三级课程架构，

创新足球活动，组织足球竞赛，实现校

园足球的“学、练、赛”一体化。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李建章指

出，鼓励学校聘请教师，还要将足球教

师“派出去”和“引进来”。据2019年8

月发布的《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改

革发展实施方案》，我省将培养一支专

业能力强，能满足有效开展校园足球

教学与训练的专兼职教师队伍，统筹

安排各级各类足球教师、教练员、裁判

员每3年完成1次全员轮训。

海宁市狮岭学校通过引进校外球

队，助推校园足球的发展。2018年，

学校和海宁海泰足球队成立了“足球

进校园联谊会”，由海泰队队员担任学

生球队的教练，定期走进学校给学生

进行指导；学校也选派教师参与海泰

队的训练，以提高自身竞技水平。体

育教师包淑红告诉记者：“参与社区活

动也是扩大校园足球事业的途径。随

着社区体育设施的完善，五人制笼式

足球比赛的兴起，学校也会选派学生

球队参与社会比赛，以比赛促训练。”

“教会、勤练、常赛”是王登峰指给

校园足球的“进阶之路”。在我省，足

球与篮球、乒乓球、游泳一起，实施“省

市县（区）校”四级联赛制度，是全国开

展时间最早、参加人数最多、覆盖面最

广、影响最大的学生联赛。

联赛很多，却不是为掐尖服务。

“应始终坚持普及而非竞技。”义乌市体

育艺术科技（足球）指导中心主任王新

伟表示，校园足球说到底是一种游戏和

运动，主要是让学生爱玩，达到强身健

体的目的，“学校不能为了栽培几个职

业选手而让学生荒废了学业”。义乌市

在2019年实现了足球特色学校遍及城

乡、足球联赛席卷城乡的“满天星”格

局，虽然参赛选手很多，但坚持了“要求

参加校园足球联赛的运动员文化学习

及格率应达到100%”的硬杠子。

幼儿园以游戏活动为主

“幼儿足球应止步于兴趣活动，而

不应越界成为竞技运动。”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杜

继纲提出，幼儿园阶段的足球活动应

充分考虑幼儿的基本活动能力，在游

戏情境中设置任务，鼓励幼儿勇敢迎

接挑战、跨越障碍，提振自我，推动同

伴合作。“同时潜移默化习得和锤炼最

基础的运动能力，这将受用终身。”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此前发布了《3—6岁儿童

足球活动负面清单》，里面提到的8条

禁止内容，条条指向当前幼儿园足球

推广中的弊端——专业化训练、头球

训练、足球操表演，等等。归纳来说，

负面清单的指示就是不能揠苗助长，

不搞形式主义，不进行超越幼儿身心

承受能力的高强度训练。这为2.0时

代的幼儿足球及时归正了道路。

“在健康活动中，通过观看足球安

全视频，帮助幼儿增强足球运动中的

自我保护意识、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

在语言活动中，以足球绘本为媒介，开

展亲子绘本阅读、足球故事演讲等活

动，激发幼儿的足球参与感；在艺术活

动中，通过画足球、设计球服等活动来

提升对足球的认识和热爱。”宁波市海

曙区艺韵幼儿园教师叶亚说，幼儿足

球要以运动负荷小、运动时间适宜为

原则，做到“玩”与“学”相结合。

“幼儿足球的开展可穿插在平时

的教学活动中，运用游戏形式推进，会

更容易让孩子接受，收到的效果会更

好。”衢州市柯城区亭川幼儿园负责人

蓝一贞建议，家园共同配合练习，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受访的幼儿园教师们不约而同地

提到了“亲子活动”，在他们看来，家长

特别是孩子的爸爸如果能参与到学校

的足球游戏中来，会让孩子的积极性

更高，给孩子更正能量的影响。绍兴

市越城区斗门街道中心幼儿园推出灵

动爸爸足球助教活动，吸引了一大批

家长参与，尤其在助教月中，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爸爸们在操场上带着孩子活

动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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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广汽本田
汽车有限公司主办的儿童道路安全公益行走进
我省部分学校，开展了互动式的线下活动。该
活动以“知危险、会避险”为目标，根据不同年龄
段创设了情境化的课堂教学。图为幼儿园的孩
子们正在模拟体验安全过马路场景。

（本报通讯员 李哲莹 摄）

不揠苗助长，不搞形式主义……

2.0时代，校园足球如何推进

视点第

□本报通讯员 罗锋敏 吴宇青

开学后，除了课本和学习资料，宁

波市东恩中学的学生们还收到了一本

特别的手册——《学生孝敬父母、劳动

习惯养成活动情况登记手册》。在这本

手册里，他们将要记录一整个学期的劳

动习惯养成心得。据了解，在过去的这

个暑假，他们还完成了《暑寒假社会实

践、劳动手册》。这两本手册都属于该

校学生的劳动教育个人成长档案，最终

将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

作为宁波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示范

学校，该校素来重视学生的劳动习惯养

成，实施了学校、家庭、社会“三轨同

步”的劳动教育养成体系。“具身德育强

调德之根在心，人之本在劳；具身学习

是劳动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具身劳动

为破解学校德育难题指明了新方向。”

校长王剑平认为，新时代的学校劳动

教育课应通过项目化劳动合作、探究、

体验等多种活动方式来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正因此，该校的劳动教育渗透于德

育实践课程群和职业体验课程群之中，

具体开设了生活类、职业启蒙类、特色

活动类等三类课程。“其中，生活类课程

是基础，因为生活类劳动是个人和家庭

连接社会的重要路径，对社会产生着重

大影响。有的生活类劳动虽然简单，但

是要养成习惯并长久坚持，具有一定的

挑战性。”副校长柯泓介绍，三类课程以

课堂讲授、主题团队训练、专题讲座、学

科渗透等方式进行，既有必修内容又有

选修内容。

在校园里，初一、初二年级学生每

周都会有一节必修的劳动课，教学内容

由专职教师定制。每堂课结束后，学生

们都会有相应的学校劳动作业和家庭

劳动作业。平时，由学生负责校园农场

的日常维护工作，如除草、施肥、清理

等。每年6月，是该校面向全体学生的

劳动月，会有一系列的劳动实践项目，

涵盖了包粽子比赛、换灯泡竞赛、巧手

编织、体艺馆排排清、缝补大赛、能工巧

匠等10项活动。学生们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或是拿手的项目，并参与“劳动

阳光少年”的评比。

为了让学生们接受劳动教育的过

程有迹可循，自新生入学始，该校每年

都为学生个人建立劳动教育成长档案

袋。这其中，不仅有记录学生在校劳动

情况的《东恩中学学生劳动实践手册》，

还有反馈校外劳动实践的《家庭礼仪劳

动手册》和《暑寒假社会实践、劳动手

册》。根据这些不同形式的评价手册，

该校还引导学生做好力所能及的家庭

劳动，同时要求家长对孩子在家的表现

进行评价。

垃圾分类、认领绿植养护、志愿服

务……近些年，该校以班级团支部、少

先队中队为组织基础，每班均建立了

“活力阳光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当

地多项社会公益实践活动。“每年，初二

年级学生还要参加为期3天的宁波市

青少年绿色学校的社会实践体验活动，

并把实践成绩作为毕业考核的重要依

据。”柯泓补充说，该校一直致力于拓

宽劳动教育的空间，“如今，学生们还

可以赴宁波市职教中心、甬江职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体验职业教育，提升劳

动技能”。

“三轨同步”，劳动教育渗透学生日常

本报讯（通讯员 陈显婷
张 琦 卢 朕）日前，杭州天

杭教育集团青年教师公寓青

雅居的长廊上非常热闹，75

位教师一起包饺子，一起唱

歌，吃着中秋团圆饭。

这场团圆饭，正是该校连

续举办了11年的旭日中秋家

宴。全校领导和资深教师们

众筹经费，有人出100元，有

人出200元……“我出了500

元，还有酒一箱。其他3年以

上教龄的青年教师出30元，3

年以下的适龄新教师免费。”

校长邱曙光笑着说。

今年的中秋家宴有所不

同，由新教师、旭日学校的班长

缪文玲担任策划。刚入职两年

的她去年就参加过一次，印象

深刻。今年负责操办，她提前

问了不少同事的想法，其中几

位有才艺特长的，都得到了在

中秋家宴上展示自己的机会。

讲起旭日中秋家宴的由来，邱曙光说，

2009年该校扩班，招了一些新教师，当时成立

了一个青年教师学习小组；2010年又创办了青

年教师培养平台——旭日学校，建立了青年教

师队伍培养机制。新教师大部分来自外地，就

是从那时起，学校每年中秋节前夕都会举办旭

日中秋家宴，与青年教师共迎中秋，让他们感受

团队的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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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廉（莲）、和（荷）气、清（蜻）正……日前，浦江县岩头镇中心小学百余名学生在白色的扇面上亲手画出
了莲花、荷叶、蜻蜓、兰花等一幅幅充满童趣且有象征意义的清廉图案，做成廉洁扇，并一一送到了该校教师
手里。 （本报通讯员 陈龙长 摄）

童心绘“廉”扇 节日送“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