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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本报讯（记者 董志文）
12月15日，我省新时代卓越

校长培养计划首期中职培训

班开班仪式在成都航空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省委教育工

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张澜涛参加开班式并讲

话。

今年 7 月，教育厅联合

财政厅制发《四川省新时代

中小学卓越校长培养计划》，

（以下简称《培养计划》）决定

自 2020年起，每年遴选一批

中小学校长，以三年为一个

周期开展培养，10 年培养

1200 名“有情怀、有思想、有

能力、有作为”的卓越校长，

带动引领全省中小学校长专

业发展，为构筑四川教育“鼎

兴之路”提供领军人才支撑。

根据《培养计划》，西华

师范大学和成都航空职业技

术学院联合承担中职校长班

的培训工作。经各市州及相

关省直部门推荐，教育厅综

合评审，确定 19名中职校长

参加新时代卓越校长培养计

划中职班首期培训，分为集

中学习和跟岗实践与导师指

导两部分，对参训校长进行

有针对性的培养。

首期培训分为 3 个阶

段，本月学习是第一阶段，学

习研究方向为学校治理、职

教体系和发展规划；第二阶

段将于明年 4 月举行，学习

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产教

融合、领导力、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双师建设等；第三阶

段将于明年 5 月举行，主要

为跟岗研修的综合实践。为

期3年的学习共900个学时，

将实行日常考核和成果考核

有机结合。

张澜涛向培训班顺利开

班表示祝贺，他希望全体学

员珍惜参训机会，集中精力

学习研修，努力提升自身理

论和实践素养。一要提高站

位，肩负使命地学。全体参训

校长要深刻认识职业教育大

有作为、大有可为，要高度重

视、加快发展，要争当四川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行者、

领路人。二是珍惜机会，心无

旁骛地学。全体参训学员要

坚持学用结合，尽快成长为

政治家、教育家，成为专家型

校长，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

破冰者，成为中职教师的领

航人。三是认清形势，明确任

务地学。各职校要充分认识

目标任务，在完善政策体系、

完善培养体系、优化结构布

局、提质培优赋能、壮大教师

队伍、提升服务能力、营造发

展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四

是从严管理，严于律己地学。

参训校长要端正学习态度，

要自觉树立党员干部良好形

象，要落实疫情防控要求，要

展示好四川职业教育人的整

体形象。

西华师范大学校长王元

君、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张蕴启分别发言，表示

将利用好两校成功申报的

“卓越校长培养计划”联合培

养基地，积极整合校内、校外

资源，抢抓职业教育发展机

遇，高质量地完成此次培训

工作。

教育厅人事与教师工作

处、职业教育处相关负责人，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全

省首批中职卓越校长培训班

19名学员参加开班仪式。

1938 年，面对日军的炮火和封

锁，自贡响应号召提高食盐产量。同

时，自贡盐商为提升川南教育，力邀

张伯苓接办自贡市蜀光中学。改制

后的蜀光中学加入“南开”大家庭，

“南开”教育体系重视体育教育的精

神，从此注入蜀光中学，不但学生的

体质不断增强，尖子运动员也迅速

成长。

在 1940 年的市运会上，蜀光中

学夺得高中男女团体总分第一名，

初中男女总分第一、第四名，男女篮

球、排球冠军，蜀光中学足球队还多

次获得省级足球比赛冠军，在 1964
年至 1966 年间取得了四川省“三好

杯”比赛三连冠。

如今，釜溪河畔的蜀光中学又

迎来新的机遇。耗资超过千万元的

自贡市皮划艇、赛艇项目划入该校，

学校门口的码头正在加紧修建。“这

必将带动校园体育活动发展，提升

整体办学水平。”蜀光中学副校长曹

继先激动地说。

在传承历史与构建盐都体育新

格局之间，自贡市近几年来在体育

和教育上的融合探索不可或缺。近

日，记者前往自贡，探访该市推动体

教融合的秘诀。

“教练再不用为运动员入学发愁”

“咚！”运动员跃起，抱腿入水；

起身爬上楼梯，再次站上跳板，起

跳。

这些天，尽管气温骤降，但在自

贡市跳水运动学校内，运动员们仍

然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五六个小时

的训练。副校长梁海亮在一旁观看，

为队员加油。

跳水和游泳运动，从小就要选

苗，从幼年到少年时期，是打底子、

练本事的黄金期。孩子们高强度的

训练有时让梁海亮心疼不已，不过，

更让他揪心的是运动员曾经的入学

难题。

运动员要训练和学习两肩挑，

往往训练跟上了，又落下了文化课。

有的运动员是从区县选拔的，过去，

学籍管理和转学需要体育局与教育

局协调，教练多方奔走。“有时参赛，

学校有人（队员）但无资格，体育部

门有资格却无人，协调十分麻烦。”

梁海亮说。

难题背后，透出的是体育与教

育分家的融合之难，管理上既有交

叉又有真空，有时协调沟通不好还

容易产生误会。

这些现实又具体的障碍，促使

自贡市必须从未来着眼，为全市体

育锻造新平台。2017 年，根据自贡

市委、市政府的布局，市教育局与

体育局合并，在管理、场地建设与

使用、教训人员调度、赛事安排等

方面，实现全市一盘棋。新成立的

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将原来教育

局政教科的学校体育工作职能分

离出来，成立青少年体育科，专职

管理全市青少年体育训练和学校

体育工作。

今年，自贡市教体局发布《做好

自贡市青少年体育训练基地注册运

动员统筹安排借读、转学、入学工作

的通知》，由青少年体育科统筹运动

员入学等工作。“现在，教练只管专

心训练，不再为运动员入学发愁。”

梁海亮高兴不已，而且距离远的区

县运动员也不用将时间耗费在来回

奔波上了。

另外，为改革青训后备人才培

养模式，自贡市优化项目布局，打破

过去青训工作主要集中在市体育中

心等 4 个单位和部分学校的局限

性，重新遴选出 38个青少年体育训

练基地。据介绍，这 38 个基地绝大

部分都设立在学校内，实现体育项

目与学校共建，例如羽毛球项目基

地设在富顺二中，皮划艇、赛艇项目

基地放在蜀光中学。师资方面，教体

局下属跳水运动学校、体育中心的

教练到校指导，共同育人。

“分属两个部门的场地和经费

现在都统一管理和使用。”自贡市教

体局副局长吴文平认为，这既减少

了资源浪费，又弥补了各自的短板。

体育项目进学校、联合训练，既

解决了学校体育专业性不够强的短

板，同时体育成绩共享，学校又可以

此申报教育部门相关特色基地建

设，还会带动学校相关社团活动发

展，提升体育教育质量。在曹继先看

来，校门口的釜溪河开展皮划艇比

赛，也将提升城市形象。

体教融合也促进了体育训练场

地的规划和建设。记者了解到，目前

自贡市正在修建跳水运动学校体育

幼儿园，以及射击射箭训练馆，规划

改建游泳学校，都是利用教育债券

和场地进行的。“所有这些建设、规

划，没有体教融合是不可想象的。”

吴文平说。

体育老师也能与教练一起培训

2019年 11月，自贡市青少年体

育管理干部培训班开班。参加这个

班的有体育学校的教练，也有学校

体育骨干教师。

蜀光中学体育教师龙开春是这

个班 120 名学员中的一员。他从成

都体育学院毕业后，于 1995 年来到

蜀光中学。在学校，他常遇到 1964
年至 1966 年夺取省赛三连冠的老

足球队队员，相约来学校操场踢球。

这样热爱体育的精神和学校重视体

育教育的传统，一直激励着龙开春。

后来，他成了学校足球队教练，搞校

园足球梯队建设，带领队员于 2017
年荣获全省校园足球高中组总冠

军。

为了带好队伍，龙开春特别注

重自身专业素养的提升，经常参加

省市培训。“但在竞技体育方面，教

育部门确实资源少、力量弱，专业性

不够。”龙开春说。

龙开春的忧虑，反映的正是校

园体育往高处走面临的尴尬处境。

学校体育教育，如何更具备专业

性？

自贡市教育局和体育局合并

后，便着力提升师资队伍素质，举行

青少年体育管理干部培训班，每年

集中培训教练员和体育老师，避免

业务培训各自为政导致资源浪费和

低水平重复等情况。

2018 年开始，自贡市每年在全

市教练员和体育教师中，遴选出 10
位精英教练员，每人一年 1 万元基

金，用于个人业务提升，以此辐射和

引领全市体育教育。去年，自贡还组

织了千余名体育教师、教练参加理

论和运动项目的各类培训。今年，自

贡市与内江市联合举办幼儿体育师

资培训班，夯实体育教育的根基。

“体育老师也能与体育教练一

起培训，无论是在业务能力还是信

心上都在增强。”龙开春说。去年，他

开始担任市男足项目负责人。现在，

无论是日常训练，还是备战比赛，龙

开春都可以协调教练员和体育教

师，来校一起指导队员。

同时，当有省上培训和省队集

训在自贡举行时，市教体局也会适

当纳入部分体育教师一起观摩和参

训，带动专业水平提升。

高水平运动“基础的基础在学校”

每周，自贡市体育中心体操教

练员饶美珍都要去檀木林小学进行

指导，每周至少三次。距离市体育中

心一箭之地的檀木林小学，是省级

艺体教育特色示范校。体操是该校

的传统长项，得益于体教融合，专业

力量更早、更集中地介入，使这所老

城区小学在坚持全员体测和五育并

举的同时，还为高级别队伍发现和

输送了大量人才。

与檀木林小学一河之隔的蜀光

中学，操场上是教练员指导男足日

常训练；一旁的跑道上，体育中心的

教练员正在为田径运动员纠正动

作。

上述场景，已经成为自贡市学

校体育教育的常态。过去，自贡市的

体育在全省有着突出地位，不少学

生成为运动员后，从盐都起跳走向

世界舞台。著名的跳水女将高敏就

是从自贡走出的运动员，她先后在

1988 年、1992 年两届奥运会上斩获

了女子3米跳板冠军。

如何续接这份荣誉？

自贡市明白，要想全市体育更

上一层楼，就要进一步打牢青少年

体育基础，或扩大体育队伍的基本

盘，而这个基础和基本盘，不在别

处，就在学校。“青少年体育是高水

平运动的基础，而基础的基础在学

校。”市教体局青少年体育科副科长

王勇说。

围绕这一理念，自贡市不断增

加学校体育教育投入。2019年，自贡

共投入学校体育经费近 8700 万元，

其中 7340 万元用于场地建设和改

造。同时，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学

校教育，全市已有 3 个社会俱乐部

与 9 个学校开展合作，提供体育教

学和教练服务，覆盖学生约 1000
人。

利用学校建基地，围绕教学育

人才。建好 38 个青训基地后，自贡

市教体局确立了 22 名教练员为各

项目责任人，让教练员打破过去一

个项目集中在一个学校，一个教练

员只能在本校选才育才的壁垒，拓

宽选拔范围，发现更多苗子。

为了选拔的运动员不落下课

程，体教融合中，学校专门组织教师

为这些学生辅导课业。梁海亮告诉

记者，选拔到跳水运动学校的学员

可以直接入读汇东实验学校，学员

每天放学后来训练，晚上 8点左右，

汇东实验学校的老师还会到跳水学

校辅导他们做作业。

赛训布局上，自贡市教体局整

合过去分属于体育局和教育局针对

青少年的赛事，改为自贡市中小学

生（幼儿）各项目锦标赛，并将省级

赛事引入盐都，达到以赛促训、促教

的效果。

自贡市的探索和实践，逐渐得

到正向回馈。“十三五”期间，自贡市

向省队输送优秀运动员 25 人；2019
年，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自贡籍

运动员代表四川参加了 9个项目的

比赛并获得 4 金 5 银，5 个前八名；

2020 年，在四川省青少年校园足球

最佳阵容遴选中，有 10人入选省最

佳阵容，6 人入选进入全国总营，1
人入选全国最佳阵容。

“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入，一系列

体育场地建设的完工，师资队伍的

提升，自贡将涌现更多的体育人

才。”谈及自贡市“十四五”规划中的

体育和教育部分，吴文平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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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一盘棋”融合探新路
——来自自贡市的实践探索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胡敏

自贡汇东实验学校足球队开展集训 （自贡市教体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