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 2017 年，
我省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已经达到 190
所。其中，国家级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98
所，省级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92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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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方案，
我省九年义务教育
阶段的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每周至少安

排1节以足球为主要

内容的体育课，每周

至少开展3 次足球

大课间或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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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我
省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总数计划达到

36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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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晗溪

“我希望西班牙队能在这次世
界杯上夺冠。虽然这很难，但是我
会在第二故乡海南为他们加油呐
喊。”近日，来自西班牙的海南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大二学生昆迪对记
者说。

今年48岁的昆迪，是全班年
龄最大的学生，也是一名“海南女
婿”。“娶了海南太太后，我决定留
在海南这片土地上生活。为了更
好地学习中国文化，我决定到海南
大学继续学习。”昆迪告诉记者，来
海南前，他是西班牙的公务员，“太
太在西班牙语言不通，我现在汉语
说得还不错，可以在海南生活。”

今年是昆迪到海南的第三
年。入乡随俗的他，经常在微信朋
友圈分享他在海南的生活点滴。

“我很喜欢足球。今年4月，我跟

队友们获得了‘椰城杯’首届海口
全民沙滩足球欢乐赛成年组冠
军。”昆迪说，西班牙球队正在参加
俄罗斯世界杯比赛，真希望他们能
夺冠。

在海南，昆迪还经常关注西班
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动向。
去年，巴塞罗那俱乐部与中国观澜
湖集团在海口签订合作协议，宣布
双方将合资共建海口观澜湖巴塞
罗那足球学校和足球互动体验
区。得知这个消息后，昆迪很为海
南的孩子感到高兴，“海南是一个
学习足球的好地方，希望越来越多
的海南孩子都爱上足球。”

在日常的学习中，海南大学国
际交流学院会为留学生开设一些
中国文化课程，比如书法课、陶艺
课等。学校希望通过这些寓教于
乐的课程，让留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

“我喜欢中国功夫和太极拳，
拳法很酷，跟西方的拳击很不一
样。”昆迪一边对记者说，一边用手

摆出抱拳的架势。
平时，昆迪还喜欢上陶艺

课。他的陶艺课指导老师徐菁告

诉记者，昆迪热爱学习中国文化，
上课特别认真，课下还会不断思
考，“他的陶瓷作品融入了一些中
国书法元素，风格清新淡雅，很有

‘中国风’。”
昆迪很享受动手制作陶瓷的

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能静下
心来释放自己的想法。陶艺课
上，昆迪制作了陶瓷笔筒、镇纸、
烟灰缸三个作品，他最喜欢的是
陶瓷镇纸。“这是我制作的第一个
陶瓷作品，也是我送给女儿的礼
物。我想告诉女儿爸爸很爱她。”
昆迪说。

“我很喜欢海南的食物，很清
淡。”昆迪告诉记者，他曾在海南乡
村参加过当地的“公期”，从中能感
受到海南人的好客与热情。海南
未来发展前景很好，他希望以后能
利用自己的外语特长，为海南的发
展贡献绵薄之力。

教育部部长：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
现象应扭转

武汉为万名小学生
提供免费体育技能培训

延续政府购买服务为青少年提供免费体育技
能培训和游泳服务的传统，武汉市今年将有1万
名小学生可参与足球、网球、羽毛球、游泳、篮球5
个项目技能的免费培训，同时42个游泳馆也将在
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武汉市体育局近日公布2018年暑期青少年体
育夏令营活动安排。今年武汉市将在各城区选择
一批体育场所，配备专业教练员，为小学生提供免
费的体育技能专业培训。培训时间集中在7月份，
培训班持续12天。

今年是武汉市连续第十年开展暑期免费游泳
项目，参与游泳场馆数量达到42家，覆盖各个城
区，便于中小学生就近游泳。从7月11日至7月
30日的20天期间，武汉市中小学生可凭学生有效
证件，在监护人陪同下免费进入定点游泳场馆游
泳，陪护家长按每人2元的优惠票价购票入场。武
汉市将为参加技能培训和免费游泳的青少年购买
意外伤害保险。

武汉市体育局青少处处长戴敏介绍，结合暑
期免费体育技能培训，武汉市将力争使40％的受
训学生在结束培训后进入区级青训中心，为青训
发现和储备具有专项潜质的人才。（据新华社电）

青春期健康教育讲座
走进琼山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任磊）6月21日，在海口市琼
山区第二中学女生专属第二课堂上，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张岩受邀为该校女
生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知识讲座。

“你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妈妈生的！”
讲座现场，专家和学生互动频繁，气氛热烈。张岩
向该校190多名女生介绍了人类自然繁衍的方
式、青春期发育、妇科常见疾病及性病的症状和预
防等多方面知识，并结合案例讲解了少女妊娠的
危害等内容。讲座中穿插的一张张生动图片，以
及专家列举的临床案例，让学生们更好地了解青
春期健康教育知识。“了解自己的身体构造，才能
更好地保护自己。”张岩表示。

据了解，为了推进辖区青春期健康宣传教育
工作，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计生办近期组织海
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的讲师团队到辖区
各中学开展系列讲座，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青春
期健康教育知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

全省建成190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两名足球小将担任本届世界杯球童

魅力足球炫动校园
■ 本报记者 侯赛

昆迪：爱足球爱海南

热点

留学生在海南

资讯

四年一度的足球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
地展开，每天举行的精
彩赛事吸引了全世界
亿万球迷的目光。

记者近日从省教
育 厅 了 解 到 ，截 至
2017 年底，我省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已经达
到190所。其中，国家
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98所，省级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92所。今年上
半年，又有32所学校
申报国家级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目前正处于
审批阶段。47所学校
申报省级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已通过审核。

北京时间6月15日，在俄罗斯
世界杯伊朗对阵摩洛哥的赛场上，
6名中国球童举着国际足联会旗入
场，其中一名球童就是我省海口市
白沙门小学的学生王昌宇。在5
月20日落幕的《谁是球王》“新时
代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赛总
决赛中，王昌宇成功入选全国最佳

阵容，并获得了在2018年俄罗斯世
界杯比赛中担任球童的机会。

近日，记者采访了刚从俄罗斯
归来的足球小将王昌宇。他告诉记
者，“能担任世界杯比赛的球童，我
非常激动。希望以后我能以中国球
员的身份参加世界杯比赛。”在俄罗
斯，王昌宇和其他中国足球小将与

俄罗斯足球小将打了一场友谊赛，
中国小将最终以3：2获胜。

5月，麦当劳公布了“2018俄罗
斯世界杯麦当劳球童中国区选拔活
动”的中选名单。琼中女足的队员
吴优当选本届牵手球童，将在7月
15日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中出场。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进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建设，我省足球小将频
频在全国乃至世界球场上亮相。
例如，琼中女足在 2017“哥德堡
杯”世界青少年足球赛中七战全
胜，实现“三连冠”的目标；海口市
灵山中学足球队员今年获得全国
高中男子足球联赛东南赛区第四
名并进入全国总决赛。

每天下午4时半，海口市白沙
门小学操场上，不时传来足球小
将们的欢呼声。王昌宇的教练黄
民毕业于海南师范大学足球专
业，1998年到白沙门小学工作后，
在学校成立了海狼足球队。在学
校担任了20年的体育老师，黄民
感觉校园足球越来越受到重视和
关注。

黄民告诉记者，2015年前，足
球课没有纳入学校的日常体育课
程，他就在课余时间带着孩子们踢
球。现在，每周四节体育课中有一

节就是足球课，在其余的体育课
上，孩子们也可以练习足球。每天
下午放学后，越来越多的孩子拥有
了属于自己的足球时间。

近年来，校园足球课程越来越
受到重视，儋州海头中心学校老师
何力对此感同身受。几年前，何力
和学生们还在一片不毛之地上踢
球，球门是他带领孩子亲手焊接
的。今年，在学校的一角，儋州市
政府正在为该校建设一个足球场。

2015年，我国出台《中国足球
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提出各地中

小学要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
容，加大学时比重。《海南省发展
青少年校园足球实施方案》提出，
到2020年，我省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总数要达到360所的目标。全
省各级各类学校要把足球列入体
育课教学内容，积极推进足球教
学模式的多样化，强化足球教
学。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每周至少安排1节以
足球为主要内容的体育课，每周
至少开展3次足球大课间或课外
活动；高中阶段学校要根据学生

运动能力和技术水平开设不同种
类的足球选修课；普通高校要开
足球专项课。

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推进校
园足球发展，家长们对足球运动的
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黄民告
诉记者，过去，很多家长不希望孩
子将太多时间投入到足球运动中，
生怕他们荒废了学业。现在，随着
国家大力推进足球教育，家长们对
孩子参加足球运动的态度也发生
了很大转变，有的家长放学后会陪
着孩子练球。

校园足球课时越来越长

随着校园足球运动的不断普
及，各地对足球教练员的需求也在
不断增长。从派遣优秀教练赴外国
学习，组织学校足球教练参加国家
足球教练员“国培计划”，到省里组
织的各类足球教练培训，我省近年
来不断推进学校足球教练的培训。

2016年，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
院副教授田建强被选拔到英国交

流取经，学习英超和英国社区足球
技术。

田建强告诉记者，在英国学习
交流期间，英国斯坦福厦大学教授
和英超专业足球运动员过来给他
们上课，学习最先进的足球运动技
术和理念。他们在周末时还观看
了英国的社区足球运动。让田建
强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英国老人

都热衷于足球这项运动。
足球不仅能让孩子强身健体，

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黄
民告诉记者，在20年的校园足球培
训生涯中，他发现，12岁前是孩子
足球运动潜能得到充分挖掘的最佳
时间。足球运动不仅能让孩子们强
身健体，还能培养他们的耐心与团
队协作精神，提高抗挫折能力。希

望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能鼓励孩
子们积极参与校园足球运动。

采访中，我省不少中小学体育
老师呼吁，各地要加大推进校园足
球场地的建设，让孩子们能更投入
地进行校园足球运动。此外，要建
立系统规范的足球运动竞赛体系，
让孩子们在运动竞赛中不断提升
足球水平。

海南足球小将亮相世界杯

加大师资培训，让足球助力学生成长

琼
中
女
足
队
员
进
行
日
常
训
练
。

本
报
记
者

陈
元
才

通
讯
员

朱
德
权

林
学
健

摄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近日在成都表示，中国教
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
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
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
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
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

在当天于四川成都举行的新时代全国高等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陈宝生指出，要推进
本科教育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
想，把“培养人”作为根本任务。本科教育是青年
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阶段。高校领导注意力要
首先在本科聚焦，教师精力要首先在本科集中，
学校资源要首先在本科配置，教学条件要首先在
本科使用，教学方法和激励机制要首先在本科创
新，核心竞争力和教学质量要首先在本科显现，
发展战略和办学理念要首先在本科实践，核心价
值体系要首先在本科确立。

陈宝生说，回归常识，就是学生要刻苦读书学
习；回归本分，就是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回归初
心，就是高等学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回
归梦想，就是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
强国梦。

他还表示，教师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教授就
得教书授课，离开了教书授课就不是教授。要坚
持以师德师风作为教师素质评价的第一标准，把
教学质量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绩效考核
的重要依据，多维度考评教学规范、课堂教学效
果、教学改革研究等教学实绩，在教师专业技术职
务晋升中实行本科教学工作考评一票否决制。

（据新华社电）

昆迪（后排右二）与友人在海口参加足球比赛。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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