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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

一列英姿飒爽的骑手骑着高头
大马压轴出场，整个运动场的师生
都为之沸腾……日前开幕的海南华
侨中学观澜湖学校第二届体育节
上，该校负责人宣布，学校将携手海
南中体骑士学府成立全省第一个校
园马术队，同时携手海口观澜湖高
尔夫学院成立高尔夫校队。

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
悉，近年来，我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小学体育教育
工作，引导中小学校在开齐开足基
础体育课程的同时，立足本地实际、
发挥学校优势，探索开设了许多特
色体育课程，让学生们充分领略体
育运动的趣味和魅力。

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卢刚举
例说明，位于“排球之乡”的文昌中
学开设的排球课程备受学生欢迎，
校园排球队里汇集了众多排球“好
苗子”。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该校
学生代表队多次夺得全国中学生排
球比赛桂冠。此外，该校学生沙滩

排球队的水平在全省也名列前茅。
海南华侨中学观澜湖学校是我

省首家专项招收和培养高尔夫特长
生的学校。该校不仅为各班学生安
排了高尔夫体验课程，还为高尔夫特
长生制定了专项的培养计划。该校
学生在高尔夫球运动中表现突出，权
容慧入选了国家队，杨杰铭入选海南
省队，卢芃皓、吴祖旭、王墨钰等在省

内外多项比赛中屡获桂冠。
据了解，我省部分学校还充分

利用海洋资源开展多项特色体育课
程。比如，三亚市天涯区是我省第
一个将帆板帆船运动纳入中小学生
体育课的行政区，该区的凤凰中学、
天涯中学、第三中学、凤凰小学等学
校均开设了帆船帆板课程；万宁市
部分学校借助国家冲浪队冬训基地

落户万宁之机，通过购买服务的方
式聘请知名冲浪俱乐部教练到校开
设冲浪体育课程。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市县，琼中
民族思源实验学校等中小学校充分
挖掘当地黎族、苗族优秀传统文化，
开设了竹竿舞、珍珠球等特色体育
课程。每逢“三月三”等节日，这些
学校会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射弩、押加、陀螺、独竹漂、攀爬
椰子树等趣味运动项目吸引了校内
外体育爱好者参加。

海南长夏无冬，四面环海，江
河、水库、水塘众多。为预防和减少
学生溺水事故发生，2017年 9月，
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文件，决定
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进中小学生

“学游泳、防溺水、懂自救”系统教
育工程。

据了解，游泳已经成为我省各
地各校争相开展的体育课程。截至
目前，我省已经建成220多个供中
小学校开展游泳普及教学的泳池，
培养了一批专业游泳指导员和救生
员，今年已有21万余名中小学生接
受了游泳普及教育。

接下来，我省还将加大力度继
续建设游泳池，培训游泳指导员和
救生员，力争到2019年，所有小学
都要开设游泳课程，所有中小学生
都要学会游泳，并力争将游泳作为
中考体育的选考科目之一；到2020
年，实现“全省中小学毕业生人人会
安全游泳”目标。

⬆儋州市民族中学学生参加板
鞋竞速比赛。

⬅儋州市民族中学学生参加高脚
竞速比赛。

本文配图由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黎秀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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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一走进秀峰学校的大门，“以爱
育爱树新人，立德强体新秀峰”两行
大字就映入眼帘。2010年，秀峰学
校校长李玲走马上任。当时，全校共
有800余名学生，其中约80%是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由于地处偏远等原
因，该校还存在教师队伍弱、教学质
量低、办学条件差等问题。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李玲
说，2011年元旦前，她组织学生排演
节目，想参加龙华区中小学生文艺汇
演。但是，还没登台，她就被泼了一
盆冷水，“有人直言：且不说节目质量
如何，你看你们的学生，光是精气神
就输给别人一大截。”

从那以后，李玲决定以“立德强
体”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将改变师生
面貌和学校教学质量的第一步放在
开足开齐体育课上。

运动场地不足，李玲就到教育行
政部门申请经费，用90万元新建了一
个人工足球场，以足球运动为抓手推
进学校体育工作；师资不足，她就面向
社会广发“英雄帖”，“三顾茅庐”先后招
来5名经验丰富的体育教师；课程单
一，她就积极参加省内外相关会议和
论坛，学习兄弟学校和发达省份的经
验做法。除基础体育课程之外，该校
先后开起足球、武术、围棋、轮滑、跆拳
道等特色体育课程……

秀峰学校的转变令人欣喜，该
校从2012年海口市龙华区中小学
生运动会小学组零分，跃升至2018
年海囗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小学团
体第5名，还先后获评为国家级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海南省青少年足
球训练示范学校、海口市健康教育
示范学校，获得2018年“鄂尔多斯·

天骄杯”中国足球大会 U8
组第四名、海口市西盟
杯校园足球一等奖等
好成绩。此外，该校
连 续 两 年 开 展 的

“一校一品”全员
运动会，吸引了我
省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及多所中小
学校代表前来观
摩。

在体育教育
不断发展、学生体
质不断增强的同
时，秀峰学校的教
学质量也得到了稳
步提升，在校生总数
也从 800 多人提升至
3800多人。

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的惊人转变，给教育主管部门一个很好的启示——

“复活”体育课 激活一学校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余梦月

玩帆船玩帆板，游泳冲浪打高球，射弩、押加、打陀螺……

海南的体育课，也能这样上！

记者近日获悉，为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教
育部下发关于做好2019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
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19项具体举措，帮助
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教育部提出，拓宽就业领域，着力促进高校毕业
生多渠道就业。其中包括，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落实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考研加分等优惠
政策；促进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积极配合有关
部门落实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社保补贴、培训补
贴、降税减费等优惠政策；服务国家战略开拓就业岗
位，围绕“一带一路”建设、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
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自贸试验区建设
等，引导毕业生到重点地区、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
要领域就业；拓展新兴业态就业空间；继续做好大学
生征兵工作；支持大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等。

在推动双创升级，着力促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
业方面，教育部提出，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落实完善创新创业优惠政策，加大创新创业
场地和资金扶持力度，加强创业指导与服务等。
此外，教育部还就强化服务保障和组织领导等提
出了具体要求。 （据新华社电）

海师学生4件作品闯进全国大学生
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赛决赛

《小青蛙变形记》
等获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员曾丽芹）11月30
日至12月2日，2018年科大讯飞杯iTeach全国大
学生数字化教育应用创新大赛在武汉举行，海南师
范大学代表队斩获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

本次大赛由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主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在籍在读学生，
不限专业和年级均可报名参赛。据统计，全国共有
96所高校选送1094件作品参加初赛。

海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代表学校参
赛，共有4件作品进入决赛。《魅力汉字巧演变》和
《小青蛙变形记》两件作品获得大赛一等奖，《趣味的
面积》和《Homelens》两件作品获得大赛二等奖。

教育部:

19项举措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我省认定一批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为我省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积累经验

本报讯（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省教育厅
日前发布通知，认定并命名海口市五源河学校等30
所中小学校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海
口中学等46所中小学校被认定并命名为“全省青少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被认定
并命名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

省教育厅明确，特色学校、试点县（区）和“满天
星”训练营是引领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的排头兵，是加
快校园足球普及发展的示范典型。各地各校要明确
职责任务，在教育教学、训练竞赛、师资配备、场地建
设、经费投入和安全管理等方面扎实开展工作，为我
省校园足球改革发展积累更多经验。

省教育厅要求，特色学校、试点县（区）和“满天
星”训练营要开通校园足球信息平台，公开校园足球
进展情况，报道足球活动，交流工作经验，展示特色
成果，接受社会监督。各地各校要将特色学校、试点
县（区）和“满天星”训练营工作情况纳入教育督导检
查和学校体育工作评价范畴，定期实施专项检查，检
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开，并与优化布局相结合，对不合
格的单位责令其限期整改。

省教育厅将适时对特色学校、试点县（区）和“满
天星”训练营进行专项检查，对于不合格的单位，要
建立退出机制，取消命名并予以通报。

12月7日上午9点50分，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刚刚
敲响，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下称秀峰学校）的校园里就
充满了欢声笑语。孩子们从教室向操场涌去，享受着属
于他们的运动大课间时光，有的跑步，有的做操，有的踢

球，有的跳绳……
这所偏居海口城中村、曾经是人们眼中的“弱”校，如

今校园里生龙活虎、热气腾腾，这一系列变化是这样开始
的……

在秀峰学校，几乎每个学生都
有一两项自己喜爱的运动项目。除
了普通的体育课程外，该校二年级
学生刘正扬每周还要在学校上一节
跆拳道课，“我喜欢这项运动，它让
我更健康，让我更快乐！”

海南大学体育部原主任、教授肖
水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加强体育
锻炼，不仅能帮助学生强身健体，还
能帮助他们磨炼意志、塑造人格、开

发智力，培养规则意识、道德意识和
团队协作意识，让他们从中获得乐
趣，拥有更阳光的心态和更自信的气
质。”

“在体育运动中，获得快乐的不
只是孩子们。”秀峰学校教师倪协燕
说，学校举办的亲子运动会得到了
很多家长的积极响应，“在‘抬小猪’
等趣味运动项目中，他们和孩子们
玩在一起、打成一片，促进了亲子关

系和家校合作的进程。”
卢刚表示，省教育厅将继续落

实省委、省政府的有关工作要求，
强化学校体育教育，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比如，在开展全面
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等工作时，为贫困地
区中小学校配备运动场地和器材；
强调并督促各中小学校配齐配好
专职体育教师，开足开齐体育课

程，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方式削减、
挤占学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时间；
利用多种渠道开展宣传，营造社
会、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共同支
持学校体育教育的良好氛围。

今年，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树
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
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近期，省教育厅印发文件，要求

各地各中小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
小学体育工作，采取强有力措施确保
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有
效开展。

海南日报记者还了解到，根据
工作安排，省教育厅明年将开展中
小学校体育工作专项督导检查，并
把督导结果作为衡量该地区政府有
关部门责任落实和学校工作到位情
况的依据。

“秀峰学校的转变，给了我们很
好的启示。”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
卢刚说，“我们必须‘跳出体育看体
育’，深刻认识到体育教育在立德树
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
基础性作用，力争做到‘寓教于体，体
教相长’，为素质教育打开新的空
间。”

根据教育督导情况，目前，我省
部分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特别是爆发
力、耐力素质及肺活量等指标有所下
降，学生肥胖率和视力不良率继续上
升，综合体能明显下降。卢刚认为，
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
学校体育课时、学生体育运动量不
足，体育活动时间得不到保证是主要

原因。
谈及我省部分中小学校开不齐、

开不足体育课程的原因，卢刚表示，
部分学校因为城区规划时没有为其
留出足够的运动场所建设用地，或因
为“大班额”现象长期存在，难以满足
学生的体育锻炼需求；部分学校因为
片面注重升学率，师资比例严重失
调，专职体育教师的配备达不到标
准，体育课时常常被语数英等科目挤
占，而部分只看重考试成绩的家长也
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种风气。

李玲对此也颇有感触，学校决定
组建校园足球队时，学生们来了又被
家长带走，“家长们问我：‘作为校长，
你怎么抓体育比抓教学还上心？’”

为了打消家长的疑虑，李玲一方
面邀请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
院院长毛振明、全国学校体育联盟首
席专家李国华等知名体育教育专家
来校开展讲座，向家长和学生阐明

“体教相长”的道理，一方面对学校足
球队员的学习成绩进行跟踪，如果队
员学习成绩下降，特别是低于班级平
均水平时，便要求其暂时退出球队，
学习迎头赶上时才能归队。

这样坚持了几年，李玲的做法才
得到家长的认可。如今，秀峰学校已
经组建了7支校园足球队，孩子们的
出色表现获得北京一家影业公司的
关注，该公司以孩子们为原型拍摄了
校园足球励志电影《明朗的夏天》。

我们必须“跳出体育看体育” 一种理念得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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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教育周刊》
征稿启事

海南日报《教育周刊》稿件来源除本报记
者自采稿件外，欢迎社会各界踊跃投稿，现将
本刊开辟的外约栏目介绍如下：
校长视野：从校长的角度探讨对教育的看法
精彩课堂：老师分享课堂教学
师说心语：老师对学生成长的关注
校园达人：有特殊经历、技艺、事迹的师生
域外传真：海外从教、就读经历见闻
家有儿女：父母分享家庭教育、亲子时光
快言快语：对教育话题发表独到看法
习作：文字、图片均可
回首往师：曾经的老师给自己带来的启迪
我读经典：可就某一点发表对经典文学作

品的看法
读图：教育、亲子等主题的照片（包括组照）
此外，欢迎社会各界提供新闻线索。
邮箱：2996130659@qq.com
电话：（0898）66810131

体育课回归，还给孩子“精气神” 一所学校获新生

专项督查：一节体育课都不能落 一种机制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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