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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

显活力，足球特色学校展风采
“5 月份，双清区组织的小学生校园

足球联赛，我们学校拿了两个冠军、一个
亚军；7 月份， 在邵阳市组织的校园足球
比赛上， 我们校男甲足球队摘得全市冠
军……” 说起学生在足球比赛上取得的
成绩，中河街小学校长刘媙如数家珍。

走在校园里， 记者听着刘校长介绍
学校足球的发展， 目光不自觉地被足球
场上的一名足球少年吸引了。 只见一名
肤色黝黑的少年飞起一脚， 足球在空中
划出一道抛物线，正中球门左上角。“进
了，进了。 ”少年高喊道，他有些兴奋，围
着足球场跑了半圈； 和他一起的队员也
欢呼起来。 他们这样拼，是为 10 月份学
校举行的足球班级联赛做准备。

相比于中河街小学，于 2017 年建校
的志成学校的校园足球活动更加丰富多
彩。

志成学校校长朱赟智指着一处醒目
的宣传板向记者介绍起了学校校园足球
的情况。 在 2019 年志成学校第四届“校
长杯”班级足球联赛宣传板上，清楚地记
录着每个班级的积分情况。 朱赟智告诉
记者，“校长杯”班级联赛每学期一次，吸
引了不少学生参与。

令朱赟智引以为傲的还有学校组织
的另一场赛事———家校足球友谊赛，让
家长真正从校园足球的旁观者变成直接
的参与者。 采访当天，正好是第一届志成
学校家校足球友谊赛开赛。

“对家长而言，能够以我们的实际行
动去带动孩子更热爱足球， 我们非常愿
意。 ”参与此次比赛的家长盛晟是一个足
球爱好者， 他的儿子在志成学校读三年
级，是校足球队队员。 他发现，因为足球，
儿子变得越来越勇敢了， 他和儿子的关
系也更加亲密了。

双清区各足球特色学校使校园足球
活动成为了学校德育、 体育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形成了一定特色的校园足球文化。
华竹小学、 龙须塘小学举行了足球文化知
识竞赛； 东塔小学已连续举行了两届校园
足球艺术节……

补短板，构建校园足球竞赛体系
2013 年，双清区开始发展校园足球，

最初只在偕进小学、东塔小学和中河街小
学开展， 区里没有一块专业的足球运动
场，孩子们要踢球怎么办？ 3 所学校的相
关负责人带着孩子向邵阳市第一中学、第
六中学借场地。课后，孩子们想踢球了，就
只能在学校的水泥地上踢。

给学生建设专业的足球运动场，这
是双清区教育人的共识。 从 2017 年开
始， 双清区开始加大了运动场地建设力
度。 目前，已有 8 人制足球运动场 2 块、5
人制足球运动场 8 块。 从 2013 年以来，
在场地建设上，双清区已投入 2000 多万
元。

足球的魅力在于竞技， 这样才能促
进校园足球更好更快地发展。 为此，在抓
好足球普及的基础上， 双清区想方设法
补齐发展“短板”———以赛促训。

从 2018 年开始，由双清区教育局主
办、志成学校承办的“志成杯”校园足球
邀请赛在全市小学生足球界声名鹊起，
现已成功举办了两届， 每次均邀请了邵
阳区域范围内的至少 8 支优秀足球队参
赛。 双清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
此次活动的目的是希望参赛的小球员们
借本次赛事享受足球乐趣， 同时希望通
过这次比赛进一步促进双清少儿足球的
发展。

此外， 双清区教育局主办， 志成学
校、 中河街小学和华祝学校承办的小学
生校园足球联赛也形成常态化。 第一届
校园足球联赛已于今年 5 月份开展。 双
清区教育局还积极组织学校参加邵阳市

组织的各项足球比赛， 并引导青少年学
生参加经教育部门认可的各类社会举办
的公益性足球比赛和足球活动。 这些比
赛的开展， 使得双清区校园足球实现了

“月月有活动，人人可参与”。
双清区教育人清楚地认识到， 基层

专业教练、 裁判员的缺乏是校园足球发
展的另一个“短板”。 随着足球赛事的广
泛开展，从 2018 年起，双清区积极推荐
和选拔优秀体育老师参加国家、省、市举
办的足球教练员、裁判员等专项培训，切
实加强足球师资队伍建设。

双清区委、 区政府对校园足球的发
展高度重视。2018 年，在双清区政府常务
会上专题研究校园足球的发展， 并制定
了双清区校园足球实施方案， 双清区区
长肖平在会上明确表态并作出决定，区
财政用于校园足球方面的经费将每年不
低于 50 万元。

经过近 6 年的努力， 双清区的校园
足球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制
约双清区校园足球工作发展的困难和问
题仍然不少。 下一步，双清区将针对场地
不足、师资薄弱、普及率不高等问题，攻
坚克难。 为了孩子的足球梦，他们将拼搏
奋进，砥砺前行。

新邵：多措并举促教育优质均衡
见习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刘纪新

学位建设，啃下“瘦身”“硬骨头”
和大新镇中学相似， 位于城区的思

源实验学校也是为化解城区大班额而
建。 这所公办的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
校于 2016 年 2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9 月
正式办学， 接收了酿溪镇镇中学校和长
滩学校的中小学生共 3800 名。

“当时这两所学校最大班额有 103
人，最少的也有 80 多人。 学生拼桌上课，
老师扩音器喊课，教室挤挤攘攘，怎么能
上好课？ ”回忆两年前的场景，思源实验
学校校长陈竞赛感慨万千。

“这样的场景在两年前的城区学校
并不少见， 为实现全县义务教育学校班
级‘瘦身’，啃下化解大班额这一‘硬骨
头’，新邵县实行‘建、扩、并’三项举措。 ”
新邵县教育局副局长李维勇告诉记者，
该县新建思源实验学校、 芙蓉学校等 5
所学校，新增学位 20000 余个；对酿溪镇
三小等学校进行提质扩容， 新增学位
2365 个；合并酿溪镇中学、长滩中学等学
校，新增 4000 余个学位。

在新增学位的基础上， 新邵县还通

过严格规范招生、制定“一校一案”等科
学分流方案、 实行电脑随机均衡编班等
方式来推进大班额化解工作。

记者从新邵县教育局获悉， 新邵县
在 2018 年化解了超大班额 268 个；2019
年 9 月止，消除大班额 197 个。 目前全县
仅剩大班额 129 个， 只占班级总额 5%；
为确保实现 2020 年大班额全面化解到
位， 新邵县还将增加小学学位 5000 个、
初中学位 4000 个。

加大投入，家门口建好学校
建设美丽校园，改善办学条件，新邵

县教育局没有忽略农村学校。
从城区往北行驶一个半小时， 位于

山脚的坪上镇筱筀学校让记者十分惊
艳。 与周围农田相比，这所学校的现代化
建筑、塑胶跑道、硅 PU 操场等显得有些
“不合时宜”。然而在一年前，筱筀学校还
只是一栋破楼。

现任校长颜桂兰一边翻照片一边回
忆，以前学校破旧，村里的家长都将孩子
送到外地上学， 当时全校 6 个年级只有
68 名学生，有的班只有 5 个孩子。“2018

年 9 月新学校建好了，学校和村干
部在开学前挨家挨户做了一个星
期工作，第一学期迎来了 191 名学生。 ”

5 年级的颜诚便是其中一员，三年级
时他被家人送到娄底市上学， 由奶奶陪
读，一年后新校区建好了，他的父亲立即
将他转了回来。 多媒体设备、坚实的课桌
椅， 颜诚开心地告诉记者：“这里的课堂
和城里的一样！ ”

学生的幸福离不开各政府部门的努
力，2014 年至 2019 年， 新邵县共投入
11.05 亿元实施校园建设项目 935 个，其
中 2016 年投入 18338 万元建设 133 所
像筱筀学校这样的乡村学校。 值得一提
的是， 新邵县政府坚持教育债务全部与
学校剥离，真正实现教育工作轻装上阵。

落实待遇，优质师资有保障
优质均衡的教育离不开优质的教师

队伍。 如何在让老师安心从教的同时不
断提升师资水平，新邵县费了一番功夫。

除了国家标准的工资发放、 津贴补
助外， 新邵县所有教师待遇和公务员保
持一致，县财政每年安排 9000 余万元的

补助经费。 在各乡村学校修建的 1580 套
教师周转房， 着实解决了教师们的奔波
之苦。

提到教师公租房， 筱筀学校的两位
教师袁欣和胡迪都露出幸福的笑容，她
们 9 月份刚从邵阳市区考来这所学校教
学，现在一周回家一次。“比想象中好太
多了，住宿环境十分舒适。 ”

在落实教师待遇的基础上， 新邵县
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等活动提升教师
职业道德水平，开展送教下乡、课堂教改
等活动提高课堂质量。 大新镇中学在 9
月组织全校 58 名老师开展了首届师徒
结对活动。 主管培训工作的教导主任钟
爱萍告诉记者，学校新进教师较多，在教
学和学生管理上还缺乏经验， 现在培训
近 1 个月，这些“学徒”在不断成长。

“办好每一所学校，关注每一个孩子
成长。 ”新邵县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过程中有许多亮点。 打造教育强县，新
邵将一直在路上。

双清区：让更多孩子懂足球爱足球
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张臣

大新镇中学新建的教师公租房

9 月下旬，搬迁至新学校近一个月了，新邵县大新镇中学的师生们在聊到学校环境时仍不禁洋溢出幸福的笑容。崭
新的教室、丰富的功能室、干净的宿舍、设备齐全的教师公租房……全新的建筑为这所依山傍水的学校又添一笔风采。

“学校于 2017 年 12 月开始动工，今年 9 月正式办学，全校 900 多名师生中有 600 多名学生寄宿，老师也多来自邵
阳市其他区县。希望这所学校能给他们城区学校一样的条件和家一样的温暖。 ”大新镇中学校长颜卫中告诉记者，学校
学生主要是从大河滩中学和栗滩中学这两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初中部分流而来，为了缓解这两所学校的大班额现象，
大新镇中学“应运而生”。

大新镇中学是新邵县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典型，化解大班额、改善办学条件、保障师资队伍……推进教
育均衡发展，新邵县从未停下脚步。

志成学校学生足球队

邵阳市双清区现有义务教育学校 38 所。从 2013 年开始发展校园足球至今，6 年时间，双清区的校园足球发展如何？下
一步又是如何规划的？ 双清区用数据说话———

2015 年，双清区 5 所学校获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占比 13%；2019 年，双清区又新增 3 所学校获此
殊荣，占比 21%，校园足球推广学校 5 所；到 2020 年，双清区计划将在 60%以上的学校开设足球课，全区中小学校园足球
推广学校不少于学校总数的 60%，引导青少年学生爱足球、玩足球、懂足球、练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