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踢出一个未来
——我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于勇
从 2007 年 4 月邵阳县第七中学组建
我市第一支足球队，到如今全市拥有 105
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0 余
支校园足球队，每年上千场大大小小的
校园足球比赛。12 年来，我市中小学生
校园足球一路发展、一路前行，校园足球
运动已经成为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重要支撑。

市汇江学校不但荣获校园啦啦操全国一
等奖，还获得了国际啦啦操公开赛的参
赛资格。

师达到 500 人以上。从 2017 年 4 月起，邵
阳县教育局与上海弘弢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精诚合作，
邀请国足原主教练朱广沪及亚
足联的教练亲临指导，
担任校园足球各种
强化保障 夯实基础
赛事活动高级技术顾问，
并提供足球教练
为进一步推进校园足球运动的开
和运动员外出观摩学习的机会。
展，我市利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善办
近年来，全市每年用于校园足球经
学条件的机遇，大力推进足球运动场馆
费都在 320 万元以上，每年中小学生校园
建设、增添足球运动的设备设施。截至
足球比赛的参赛队伍都达 100 支以上，参
顶层施策 全面开花
今年 4 月，全市共投入资金 31349.538 万
赛学生达 1500 人以上。我市已经形成了
为推动校园足球运动的开展，我市
元新建或改造足球场，已建成人工草坪
校级、县级、市级的校园足球三级比赛机
成立了邵阳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
90 块，
天然草坪及其他场地 60 余块。
制，极大丰富了学生的课间活动内容、提
小组，领导全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的
武冈市近几年先后投入资金 8000 余
高了校园足球水平、展示了青少年足球
开展，履行校园足球工作的宏观指导、统
万元用于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设施建设。 风采，达到了以竞赛活动促进体育课程
筹协调、综合管理等职责和任务。
截至 2018 年底，已经建成标准足球场 15
教学的目的。
为营造良好的发展氛围，我市教育、 个 ，各 乡 镇 都 已 经 建 成 一 个 以 上 足 球
几年下来，我市校园足球运动取得
体育部门紧密合作，创新体制机制，激发
场。武冈一中、武冈二中、思源实验学校
了长足的发展。目前我市的 105 所“全国
资源活力，鼓励社会资本、青少年体育俱
等均建成了 11 人制的标准校园足球场。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中，小学 52
乐部、培训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各种社会
目前，
武冈市 90%以上的学校体育运动场
所，初中 26 所，高中 13 所，九年一贯制、
力量参与到校园足球建设工作中，利用 （馆）面积达标，85%以上的学校体育器材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14 所，小学基数大、初
各种优势推动校园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和
配备完全达标，全面提升了校园足球工
中衔接紧密、高中特色突出的金字塔式
梯队建设。我市还将校园足球纳入到
作的基础能力。
校园足球学校布局基本形成，我市还摘
“阳光体育运动”之中。各学校通过体育
得首批“全省校园足球布局城市”殊荣。
建强队伍 以赛促学
课、大课间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运动会
几年来，我市中小学生足球队参加省中
等多种形式开拓校园足球阵地，丰富校
教练员的水平关系到校园足球开展
学生运动会、省中学生足球赛、省青少年
园足球的活动形式和内容，进行校本足
的质量。近年来，我市在校园足球专业
足球锦标赛、省运会足球赛、省青少年校
球教学内容的开发，不断提升校园足球
师资不足的情况下，主动采取从社会聘
园足球联赛等比赛，多次荣获亚季军，我
运动的深度和广度。目前，我市已拥有
请、内部培养等多种方式开展校园足球
市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已迈入全省第一
“全国校园足球啦啦操实验学校”20 所， 教学工作，全市每年受训的校园足球教
方阵。

9 月 9 日，大祥区
第一中学举行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传
承红色基因·向国旗敬
礼 ”主 题 教 育 活 动 暨
2019 年秋季学期开学
典礼。学生们在认真
聆听了爱国主义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及法治
教育演讲之后，
在签名
墙上郑重地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图为签名
仪式现场。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摄

隆回金石桥镇有个“秀才村”
9 月 5 日，隆回县金石桥镇五罗村 10 组
村民陈今鹏，陪小儿子陈彦起程赴北京大学
报到。
陈今鹏、
魏会连夫妇一共有4个孩子，
25岁
的大女儿在首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参加了工
作，
21 岁的大儿子在清华大学就读，
19 岁的小
女儿在中华女子学院读本科，
17岁的小儿子陈
彦今年从隆回二中毕业以优异的高考成绩被
北京大学录取。他家先后出了4个在北京读书
的大学生，
这在十里八乡被传为佳话。
五罗村共有 660 余户人家 2000 余人口，
该村过去经济不很宽裕，生活较艰苦。但这
里的村民在送子女读书方面舍得投入，村民
以“勤劳种田为根本，送子求学放首位”为座
右铭。正因为如此，自恢复高考以来，一个
小小的山村几乎每年都有几人考上大学。
平均每户至少有一名本科生。
这个偏远的小山村为什么能考上这么
多名本科大学生？这里的村民对孩子的成
长不仅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投资，更重要的是
在文化辅导和道德教育上下功夫。该村民
风淳朴，重教兴学。空闲时，村民们要么到
农家书屋看看书，
要么三五人坐在一起闲聊，
或看电视，或畅谈村里的美好前景及家庭种
养、
经济状况和发展计划等。这些家长的良好
品德和以身作则的行为深深地影响着孩子们，
使小小的山村、
农家院落学风日浓。由于家长
热心重教，
教子有方，
孩子们也十分争气，
个个
发奋读书，
学有所成。
（陈甫春）

▲校园鸟瞰。

邵阳“广益”正式起航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彭顺钢 陈清华） 9 月 2 日上
午，
邵阳广益学校举行第一期开学仪式暨竣工典礼，
标志着邵
阳广益学校正式在宝庆大地迎风起航。
邵阳广益学校是湖南广益实验中学与新邵东谷实业有限
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所全日制寄宿制民办学校，也是湖南广益
实验中学创办的第一所分校。学校位于新邵经济开发区，占
地 350 余亩，总建筑面积 24.23 万平方米，总投资 8.42 亿元。
学校将开设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四个阶段的基础教育课
程，
办学规模为 1 万人左右。
学校计划分三期建设，第一期工程于今年 1 月启动建设，
建设主要包括综合楼、教学楼、办公楼、学生宿舍楼、食堂、运
动场等项目，建筑面积达 4.6 万平方米，设有小学 7 个班，初中
10 个班，
高中 6 个班以及 2 个高中复读班。
据悉，邵阳广益将在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管理等方
面与湖南广益实验中学实现“七统一”，
即统一调配教师、统一
培养目标、统管理标准、统一教学计划、统教学研究、统一教学
评价、统一教学资源。邵阳广益将秉承“让生命温暖而幸福”
的办学理念，
努力打造“校园环境一流、学校管理一流、师资队
伍一流、教育质量一流、特色优势突显”的邵阳乃至湖南省的
品牌民办学校。

覃春芳的“班主任经”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邵阳县民政局扶贫助学到山村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蒋 伟
国 蒋宁） 9 月 2 日下午，邵阳县民
政局老干支部到五峰铺镇燕塘村、双
河村开展扶贫助学活动。为贫困学
子小晗、小雨各送去助学金 4000 元、
2000 元及学习用品。
邵阳县民政局坚持“以人为本”
理念，教育扶贫，惠及学子，不让一个
学生因贫困而失学。他们进村、入
户，调查摸底，掌握贫困学子情况。
五峰铺镇燕塘村特困学生小晗的父

亲因患脑膜炎导致双目失明，生活不
能自理。他 80 多岁的奶奶又瘫痪在
床，母亲作为家里的劳动力不得不外
出打工，全家靠低保金维持生活。双
河村特困学生小雨，父亲因车祸去
世，母亲患有重病，家庭生活非常困
难。这两个学生都存在失学危机。
邵阳县民政局老干支部千方百计筹
措资金，为小晗三姊妹送去 4000 元助
学金、为小雨送去 2000 元助学金及学
习用品。

邵东：打造与全国百强县相匹配的一流教育
邵 阳 日 报 讯 （通 讯 员 王 建
云 赵志明） 9 月 9 日上午，邵东县
召开全县教育大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邵东县各级各
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
面实施教育强县战略。全县三年学前
教育入园率从 2014 年的 73.2%提高到
2018年的82.7%；
小六毕业检测、
中考、
学考成绩一直稳居全市第一方阵；
中职
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 98.1%，
近5年
向社会输送合格工匠8827名，
近4万名
学子进入高等院校深造，
人民群众对教
育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会议要求，下阶段，邵东将牢牢
把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培养社会有
用人才总体目标，以凝聚人心、完善
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
为工作重点，扎实推进教育现代化，
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造与全国百强
县相匹配的一流教育，为建设创新富
裕宜居邵东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
智力支撑。
会上，
肖崇华等 20 位优秀教育工
作者，李艳梅等 40 位优秀教师，李云
林等 40 位最可爱乡村教师受到表彰。

上课时，
当一群“小调皮”
要么走下座位捡铅笔，
要么躲在
座位下面吃零食，
作为班主任的你会怎么做？
下课时，
当一群
“小麻雀”
围着你：
“老师，
我昨天买了支漂亮
的笔！你看看！
“
”老师，
我今天有进步吗？
”
，
你又该如何回应？
有 32 年的班主任经历，邵阳市骨干教师、两次荣膺“邵阳
市优秀班主任”
的资江学校覃春芳老师有着属于她自己的“班
主任经”
。她说，
小小的人儿却有大大的世界，
只有蹲下身来，
跟他们在同样的高度平等交流，
才能走进他们的心里、走进他
们的世界。
覃春芳的“班主任经”
总结起来有四句话：
教学要争先、管
理要灵活、心态要摆正、爱心要持久。
教学要争先。教学的过程，不但是与学生最直接交流的
良机，
更是班主任展现个人魅力的重要途径。为此，
她自费订
阅了大量的教学教育书刊，
并坚持做读书笔记，
至今已记下几
十万字的读书笔记。此外，
不论是在各级各类培训中，
还是在
各类教研教改、课题研究活动中，她都十分积极，入选了湖湘
小学语文名师方阵。她的 20 多篇论文获国家级、省级、市级
奖项，
她参与的课题多次获得省一等奖。
管理要灵活。在长期的班主任工作中，覃春芳在不断建
立完善班级管理制度的同时，特别注重班干部的培养。在把
控总体方向的同时，
她总会放心大胆的让他们开展工作，
让他
们在实践中明确职责、提高素养、培养能力。随着班干部的成
长，
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为班主任减轻了负担，
更推动了班级管
理的高效开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全体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的形成。
心态要摆正。覃春芳认为，
要做好班主任，
必须处理好三
种关系、摆正三种心态，
分别是与家长的关系，
对家长要真心；
与同事的关系，对同事要热心；与学生的关系，对学生要耐
心。班主任要通过家访、
家长会等多种途径，
与家长进行充分
的交流，
努力形成教育的合力；
每个班级都有不少任课教师，
部
分任课老师还兼任“副班主任”，
要形成教育合力，
就需要班主
任积极与任课教师联系，
处理好各方面关系；
而对于学生，
班主
任一定要耐心。对于一年级的孩子，
覃春芳在授课时总会把语
速放轻、放慢、放柔，拉近师生的距离。每当下课，一群“小精
灵”
围着覃春芳，
叽叽喳喳七嘴八舌，
没插上话的甚至扯住她的
衣角，
拉她的手。每当这时，
覃春芳感觉自己幸福极了。
爱心要持久。爱是教育的灵魂，更是班主任工作的灵
魂。作为班主任，班里的几十名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而每
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
有的孩子乖巧听话，
有的孩子接受能
力强，也有的孩子性格内向、天性顽皮，都需要班主任一视同
仁地去对待，
去耐心地等待花儿的开放。在班主任工作中，
覃
春芳总是细心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哪个孩子的身体出现了
状况，哪个孩子的思想出了问题，哪个孩子的精神不太好，她
都了如指掌。
就是这样，32 年来，覃春芳凭借着她的“班主任经”，用心
陪伴着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成长，
感受他们的喜乐，
欣赏他们的
成长，
更享受它们带来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