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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教育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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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版权局正式下文，批

复同意长沙市创建全国版权示范城

市。至此，长沙顺利获批成为全国第

5家版权示范城市创建市，也是中部

六省唯一一家省会城市创建市。

据悉，未来长沙将在提高版权创

造质量上发力，培育一批重点版权产

业集群和知名版权产品，在电视湘

军、出版湘军、动漫湘军、机械制造、

人工智能、烟花鞭炮等主导产业和特

色企业形成一批高价值作品和核心

版权；在增强版权运用能力上提效，

到“十四五”末，全市版权产业增加值

占全市GDP的比重超过7%，建成具

有长沙特色的版权产业“三集群，一

基地”；在优化版权保护环境上从严，

持续巩固“剑网行动”治理成果；在提

升版权服务水平上争优，出台一系列

鼓励和扶持版权产业发展的相关政

策。 （匡春林)

全链条放权赋能、全领域极简审批、全

覆盖“一件事一次办”、全方位配套改革

……日前，《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中国

(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放权赋权极简

审批的通知》发布，明确将赋予中国(湖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第一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97项，着力把湖南自贸试验区打造成

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排头兵”。

据悉，此次下放的 97 项省级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中，行政许可75项、行政确认

7项、其他行政权力15项，涉及企业准入、

项目核准及建设、土地使用、国际贸易、报

关报检、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金融服务等

多个方面。既严格按照“能放全放、急用

先放”原则，围绕推进自贸试验区投资与

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全链条放权赋能，让

自贸试验区有充分的自主权，又充分借鉴

外省经验，对一时用不上、承接没把握、使

用频次低的权限暂时不放，确保放权精

准、有效。

全领域极简审批方面，湖南自贸试验

区紧贴投资与金融领域改革创新、贸易与

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新

路径新机制探索、国际投资贸易走廊建设，

按照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

求，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推行极

简审批，最大限度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

流程，让市场主体有充分的自由权。

全覆盖“一件事一次办”方面，在自

贸试验区建设“一件事一次办”专区，全

周期、全业态梳理推出“一件事一次办”

事项清单；全面推行“综合窗”“一站式”

“一张蓝图”等集成式服务改革；加快

“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推动构建长

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沿线自贸试

验区材料互认、数据共享等政务服务新

生态。

全方位配套改革方面，大力推行政府

定标准、企业作承诺、过程强监管、失信有

惩戒的告知承诺制，全面推行“证照分离”

改革，强化风险分类监管和联合惩戒，建立

健全制度创新容错机制，开展优化营商环

境改革举措先行先试。

据了解，下一步，湖南将聚焦自贸试验

区制度创新任务、开放型经济发展目标，协

同省市相关部门和中央在湘单位密切跟踪

自贸试验区放权赋权、极简审批工作进展，

切实加强业务指导，并根据自贸试验区发

展需要，动态调整完善放权事项，为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自贸试验区提供强力支撑。

（杨佳俊 吴媚）

自 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

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活动的通知》以来，各地中小学的校园

足球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并且成为学

校一道靓丽风光。足球是圆的，但也是

方的。特别是在校园环境里的足球运

动，能够带给教育工作者新的想象力，由

此产生出对足球运动教育模式的新探究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长沙市砂子塘吉

联小学近年建构的足球新模式就是如

此。

校园足球教育新模式探究缘由。

足球运动是世界上开展最广、影响最大

的体育项目，有“世界第一大运动”的美

称，因其丰富的内涵和感染力被视为一

门艺术。但是由于各国商业化的足球

俱乐部关注的是竞赛成绩及其经济效

益，这种现实也深深地影响人们对足球

运动的认知，就连校园足球的价值取向

和教育方式都存在问题。有识之士在

领悟了“素质体育”的真谛之后，再回望

以竞赛为本的校园足球时，不得不发出

校园足球应该“回归教育”的呐喊。的

确，校园足球运动也应该以人为本，育

人为纲。认同校园足球回归教育并不

难，难的是回归到什么教育形态？这正

是砂子塘吉联小学开展校园足球教育

新模式的缘由。

校园足球教育新模式建构形态。什

么是校园足球教育的新模式？砂子塘吉

联小学的基本构思是一种“三维足球教

育模式”，即文化足球、竞技足球与创新

足球珠联璧合的新模式。

小足球，大世界。这不仅仅是说足

球对社会的影响大，而且还表明它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足球运动的价值观、比

赛规则、团队精神、拼搏精神、球迷文化

等的集合，构成了足球的人文精神。或

者说，我们看见的足球，不仅是体育竞技

运动的球，还是足球文化的载体。文化

足球，无疑是校园足球的灵魂和足球教

育的根基。

当然，在认定“文化足球”的同时，不

会也不能忘记“竞技足球”的客观存在和

它在校园足球活动中的硬核地位。无论

人们怎样看待足球运动，都会情系世界

杯、奥运会足球赛、世界各地足球联赛和

中超足球联赛等足球世界盛事。就校园

足球而言，大家也会高度关注学校业余

足球俱乐部的发展，以及校内年级足球

赛和校际足球联赛等活动的开展。显

然，没有对学生进行足球技术训练和战

术指导的教学活动，缺乏校内班级或年

级足球赛以及校际足球联赛活动，校园

足球的存在是不真实的。

在“文化足球”和“竞技足球”之外，

“创新足球”的概念鲜为人知。创新，是

指淘汰旧的、创造新的一种实践，是创

造性劳动价值的实现。从古代中国的

“蹴鞠”到英国的现代足球，从简单的足

球场地到现代化的足球场所，从传统的

足球服装到可穿戴的智能服装，从任性

的足球赛到有规则的足球赛，从简单的

足球攻防到布阵博弈，从只有足球售卖

到无数足球衍生产品上市，再到足球彩

票的张扬，都充分体现了人们在足球领

域的创造性贡献。足球领域的观念创

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实实在在地

影响着足球运动的与时俱进和足球优

秀文化的创造性传承。校园足球教育，

如果能够纳入足球创新的内容，并且尝

试与广泛开展的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

协同，无疑是足球教育创新的一种闪光

点。

校园足球教育新模式运行特点。长

沙市砂子塘吉联小学在“三维足球教育”

构建并运行的过程中，感受到新模式与

传统的以足球竞赛为中心的足球教育模

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即它表现校园

足球教育所期望的全员性、全面性和全

局性特征。

全员性，是指这种足球教育不仅仅

是针对足球俱乐部的少数学生，而是放

眼全校对足球有志趣的所有学生。

全面性，是指这种足球教育不仅仅

是进行足球运动技术和足球战术的训

练教学，而是综合了文化足球、竞技足球

和创新足球的多元智能的教学。

全局性，是指这种足球教育不仅仅

是拘泥体育教研室的职能所开展的教学

活动，而是动员学校其他学科教研室都

要参与的教学实践，是在学校“五育”并

举的综合素质教育全局考虑下的足球特

色教学。

当然，任何一种新的教育模式都

需要不断地完善与优化，砂子塘吉联

小学将沿着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大

方向，坚持不懈地实践“三维足球教

育”的新模式，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

的一代新人。

本报讯（通讯员

杨学松 欧小松）近日，

在第42届湖南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中，中

方县各级各类学校提

交百余件参赛作品，其

中少儿科学幻想绘画

作品156幅，青少年科

技 创 新 成 果 项 目 21

个，青少年科技实践活

动项目和科技 DV 作

品 15 个，科技辅导员

项目 11 个，目前均已

完成县级评审工作，共

向省、市级报送青少年

科技创新成果参赛项

目7个、科技辅导员参

赛项目 10 个、科技实

践活动（含 DV 作品）

参赛项目9个、优秀科

幻画参赛作品10幅。

近几年来，为持续

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大力弘扬科学

精神，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提高科技辅导

教师队伍的科学素质和技能，

中方县狠抓科学素质教育工

作，大力推进科普进校园和全

县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青少

年科技创新活动参与人数和

能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多个

项目在市级和省级获得较高

等级奖项。

在上一届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中，中方镇中心小学报

送的科技实践活动项目《“我

与中方斗笠亲密接触”科技实

践活动》获怀化市一等奖和湖

南省三等奖，中兴学校报送的

初中组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

项目《花生果实大小测量器》

获怀化市一等奖和湖南省三

等奖。

为了更好地培养

青少年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全面提高青

少年的科技素质，近

日，吉首市第一初级中

学举办了“第十二届校

园科技节”，由学生自

主进行小发明、创新设

计、电脑制作等科技创

造，开设少年儿童科学

幻想绘画展览、优秀科

技实践活动展览。

本次科技节为广

大师生搭建了一个“学

科学、勤实践”的展示

平台，让学生在科学体验中快乐学习和成长。学生的各项创作紧密结合学科

知识，让他们在掌握科技奥秘的同时，增强学习现代化知识的兴趣和动力。

（杨魁飞 谌吉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