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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是游戏的主人，如何创造一个

适合幼儿主动发展的环境，充分开发和

利用材料，让游戏活动更好地为幼儿的

主动发展服务？遂宁市安居区第六幼

儿园坚持“玩中学、学中乐、乐中创”的

特色理念，确立了“布好玩”园本特色课

程，以“布”为载体，制作各种游戏器材，

开发各类游戏活动，巧妙渗透到健康、

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大领域，使幼

儿在游戏中学会交往、谦让，增强幼儿

的学习兴趣。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环境是幼儿与

幼儿之间，幼儿与成人之间，幼儿与事

物之间互动的关键性因素。为此，在区

域游戏环境的创设中，我园创设了以

“布”为主材料的游戏环境，让环境发挥

特殊的、潜在的影响作用，营造了“布”

的游戏环境。比如：用无纺布装饰主题

墙、走廊；用小碎花布布置娃娃家的窗

帘、桌布、小床，像家一样的温馨；用颜

色亮丽的绸缎布置小舞台，用布制作各

种表演服装、头饰、道具等。在游戏环

境创设中，我们的幼儿不仅是欣赏者，

也是环境创设的积极参与者。环境创

设中大的框架是教师创设的，里面的内

容多出自孩子的作品，孩子用布做的小

花伞、小布花、小布偶……稚嫩却不失

童趣，天真却不失美感。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规

定，要尊重幼儿的发展水平、能力、经

验、学习方式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因人

施教，游戏活动是幼儿个性化学习的最

佳途径之一。根据幼儿的不同年龄特

征，我园将布投入到不同游戏中去，进

一步有效开发了布的各种玩法，让幼儿

在愉快的玩乐体验中享受成长。比如：

在生活馆投放“布”制作的宝宝衣服、裤

子、帽子、布娃娃、袜子等，让他们进行

角色表演。在美食坊投放布制作的饺

子、包子、馄饨、面条等。在运动吧投放

各种碎布制作的沙包、小鱼、螃蟹、跳绳

等。同时，在游戏区幼儿园还提供不同

的辅助材料让幼儿进行如何让布站起

来，哪块布吸水快等实验。让随处可见

的布，在游戏中发挥作用。

“布”作为一种低结构材料具有多

样性的表现，在幼儿自主游戏中，教师

应该按照幼儿的想法，根据幼儿的年龄

特征和心理特点，引领幼儿对布进行操

作、组合、改变、制作，充分利用“布”可

塑性强的特点设计体育游戏。活动中，

我们改变以往教师示范、幼儿依样画瓢

模仿的学习模式，鼓励幼儿边思考边探

索玩法，并根据不同年龄的孩子的需

要，利用废旧物品自制不同功能的活动

器械。如：托小班孩子喜欢色彩鲜艳、

简单、可爱的玩具材料，也许一根彩条

孩子也玩得很开心；中大班的孩子好奇

心重，喜欢新奇、刺激的，用各种碎布料

制作投掷的沙包、奔跑的风筝等，让孩

子在运用“布”材料的游戏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使孩子们逐步了解游戏

活动中“布”材料的作用。

布是我们幼儿园文化资源之一，给

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我们不仅

要在幼儿自主游戏活动中充分地利用，

还要在课程中进行开发，将本地特色文

化渗透到幼儿的一日生活中，让我们的

特色资源发挥效益。

四川农业大学
沉下去服务
走出去助农

本报讯（龙泓宇）“现在太方便了，感

谢学校为我们考虑这么多。”说起家门口

新加装的电梯，曾因腿脚不便，难于出门

买菜的四川农业大学退休教师张晓龙连

连表达激动和感谢。

“原来蜜蜂还能这样养！”当雷波县

千万贯乡的蜂农用上四川农业大学帮助

建立的智能养蜂示范场后，养蜂效率与

收益均大大提升。

近期，四川农业大学始终坚持沉下

去服务、走出去助农，在校内外大力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收获一片

好评。

进入 10月，雅安连绵不断的秋雨如

期而至，但川农大教师方静的糟糕心情

却不再随之而来。“我家房屋的漏水问题

是多年顽疾了，这次得益于学校的大力

帮助，再也不用一见下雨就着急。”

原来，在今夏雅安暴雨后，家中再遇

漏水的方静着急地不得了。得知消息

后，四川农大由分管校领导带队，第一时

间召集相关部门开展现场情况勘察和讨

论解决方案，为屋面搭建限高遮雨棚并

再次做了防水巩固，“双重保险”终于彻

底解决漏水问题。

解决方静家的漏水烦恼只是川农大

为师生办实事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

川农大从校领导到党员学子，纷纷从身

边出发，或定点资助贫困学子，或落实教

职工入网优惠，或简化办事手续等，纷纷

以点滴行动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截

至 10月，四川农大共为群众办实事 660
余件，其中已完成480余项，新建校园绿

道、增加户外充电头等较大项目正在强

力推进当中。

“川农大的专家实诚、接地气、办事

效率高。”当看到 200亩土地在 4天内便

全部完成油菜播种后，天府新区正兴街

道“丝路农博园”的负责人魏玉明竖起了

大拇指。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四川农大的专家们走出校门，积极为老

百姓开展科技服务，坚持把实事办到田

野里、办到心坎上。园艺学院专家赴雅

安市名山区双田村进行调研，为当地乡

村振兴出谋划策；动物医学院专家赴康

定市金汤镇，针对当地藏香猪规模化养

殖开展科技服务；学校组建 9支专家服

务团，全面对接巴中市农业产业发展，探

索乡村振兴的“巴中路径”。

专家教授们大面积开展助农服务背

后，是四川农大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的

理论成果运用到为乡村振兴作贡献的具

体实践。

建立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把退役运动员请进校园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指出：“鼓励基础教育

阶段学校每天开设 1节体育课。”天府

新区从 2020年秋季起，便开始推行中

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

“教师整体是够的，但按照《意

见》的要求，要开齐国家课程，体育师

资便吃紧了。”太平中学副校长黄芳

说，因为学校教师结构性缺编，有时

候只能发动其他学科老师上体育

课。“真的有可能体育是数学或者历

史老师教的。”

太平中学目前有 25 个班。黄芳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初中部为例，如

果按照每生每天一节体育课的标准，

学校要开齐国家课程，至少需要 6 名

体育老师，而目前学校只有4名。

而这，不是太平中学独有的难题。

“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要开齐，

师资缺口是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四

川天府新区党工委教育卫健工委书

记、社区治理和社事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广曾经做过一个调研，结果显示：在

天府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 58 所学校

中，体育师资仍有 100 余人缺口。同

时，在体育师资素养方面存在职称结

构不高、偏老龄化和名优教师占比不

高等问题。

师资缺口大、师资素养有限、教学

内容单一，这其实是许多地区在推进

新时代体育工作时教育系统面临的共

性问题。而另一头，则是退役运动员

职业转型渠道不畅。

如何破解这样的两极矛盾？在李

广看来，关键是搭建一个破局的平台，

打通双选渠道，贯通融合解决教育和

体育两家的问题。

今年 7 月，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

享中心正式成立，随即发布人才招募

公告，并举行优秀体育教师、优秀退役

运动员双选会。8月，125名体育共享

教师参加实训考核，随即学校与实训

考核合格教师进行双选，精准匹配学

校需求，最终56名教师双选成功，9月

1 日正式入驻学校。另外，共有 69 名

退役运动员与共享中心签订意向协

议，人数占四川省签约的 102 名优秀

退役运动员 67%。其中，花样游泳世

界冠军蒋文文、蒋婷婷等 8 名奥运冠

军和世界冠军加入共享中心冠军资源

库。

9月8日，四川省优秀运动队退役

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入职仪式

举行，在这场特别的教师入职仪式上，

四川省副省长罗强亲自向退役运动员

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代表颁发证书，

退役运动员们正式开启了运动员向体

育教练员的角色转变。

共享体育教师如何选用
“区管校聘”，订单式共享

“体育教师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有待提升，梯度建设乏力，运动员型教

师稀少。”在体育教师共享中心建立之

前，天府新区做了充分的调研，学校现

有体育师资不容乐观。

在李广看来，需要通过体育教师

共享中心解决基本国家课程师资的问

题，更要解决学生体育拓展的问题。

在“双减”的背景下，学校艺体教育如

何满足学生个性需求，如何深化课后

服务，这都是需要通盘考虑的。

天府新区的目标很明确，到 2025
年，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要达到 68%
（市级目标 65%），要培养学生两项及

以上的运动技能，全面落实“一校一

品”“一校多品”工程。同时，建立省级

及以上体育冠军“蓄水池”，引领天府

新区学校体育发展，打造10到15个体

育特色项目。

在这样的目标下，共享体育教师

如何选的问题明确了。

“专兼职结合，普通体育教师和专

项体育人才并进。”天府新区体育教师

共享中心负责人陈超琼告诉记者，中

心采取专职、兼职、专家顾问等灵活的

方式引入人才，逐步形成一支由奥运

冠军、优秀运动员、退役运动员、专职

教师组成的多元化师资队伍。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暂未取得教

师资格证人员，天府新区明确，如果担

任学校体育教练员，可直接持教练员

资格证或运动员等级证书纳入平台，

经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课程标准

解读培训，合格后上岗。对于需要担

任国家课程的老师，则需要在规定时

间内考取教师资格证。

“我们打造的是一个体育教师的

‘区管校聘’中心。”陈超琼介绍，在具

体的管理和使用上，所有国家课程、延

时课、训练课需求均由学校“下单”，中

心根据学校需求匹配相应资源，全区

统筹排课，教师共享“走教”。其中，国

家课程师资所需费用由政府统一“买

单”，由共享中心支出。学校自选的特

色项目则由中心推荐审核过的师资，

由学校自行支付费用。

在组织架构上，体育教师共享中

心设立党支部、教师服务部、业务发展

中心、IT平台技术中心和资源管理中

心。同时，为保证体教融合的顺利推

进，天府新区与四川师范大学、成都体

育学院、四川体育职业学院签订合作

协议。共享中心不但在人才引进上与

专业院校合作，而且在招聘教师后的

入职培训、资格证书取得等方面，也将

利用院校的科研力量和培训体系，实

现教学与教研的一体化。

开拓学校体育发展新路径
共享机制有望推广到艺术教育

蒋姣是一名举重一级运动员，曾

担任过市级举重队教练。今年 8 月，

看到共享中心的教师招募公告，她兴

奋地报名应聘。9月，完成一系列的考

核面试后，她在太平中学正式开始工

作，承担初中一年级的体育国家课程，

并提供一些课后延时服务。

“我希望自己能上好国家课程，同

时也希望发挥自己专业所长，多给学

生一些接触不同体育项目的机会。”如

今，蒋姣正着手组建学校举重队，现在

已经完成初步选拔，13名学生入选。

太平中学体育教研组组长龚明辉

说，学校以前就有组建举重队，但因为

专业老师缺乏，被迫中途暂停，现在有

了专业教师，学校体重队又可以训练

了，学生的体育发展有了新的可能。

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校情，对

体育教育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以天

府新区华阳中学为例，2001年建校之

初，该校就提出“健康第一”的办学理

念，2004年开始走体教融合之路。经

过 10多年的探索，该校通过与专业院

校、体育协会、俱乐部等机构合作的模

式，引进专业师资，开设足球、田径、曲

棍球、游泳等多个体育项目，走出一条

体育特色发展之路。

“我们渴望的是更多专业型的师

资来助推学校的特色发展。”华阳中学

校长祝长水介绍，在学校双选过程中，

华阳中学一共聘用了 11 位共享中心

体育教师。

四川省男排队退役队员毕显皓就

是华阳中学聘用的共享中心体育教师

中的一名。想起退役后的生活，他曾

经脑中一片空白。他告诉记者，这也

是他身边一些运动员的困惑。“不当运

动员了，还能干什么？”在双选会上，听

完天府新区的介绍后，毕显皓职业生

涯的疑云顿时散开，兴奋地报名应聘。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总结完善，

并逐步延伸到艺术教育、劳动教育等

领域。比如，把音乐大师、美术大师等

请进校园，做强协同育人共同体，实现

‘五育’并举目标。”李广说，天府新区

这一政府主导、教师统管统用、资源配

置共享的体育发展新路径，待成熟时

可以加以推广和复制到其他领域。

而聚合效应又远不止此，在李广

看来，教育改革也为城市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安居乐业环境。各类人才落户

天府新区，子女教育和全家健康是他

们最关心的话题。体育教师共享中心

的师资和场馆将陆续向全区开放，居

民可在平台自选、组队选课，可以选择

合适的体育教师当私教，从而助推全

民健身的发展。

■ 本报记者 倪秀 何文鑫

“我的体育老师是世界冠军！”这学
期，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以下简称

“天府新区”）的许多学生特别喜欢炫耀
自己的体育老师。

今年4月，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在
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切实做好我省优秀
运动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
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
适用范围、岗位设置、岗位职责、聘用条
件、编制使用等方面对退役运动员担任
学校体育教练员有关事项进行了精准而
详细的明确规定，为今后退役运动员进
入学校从事体育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天府新区作为四川省首个体教融合
改革试验区，创新建立体育教师共享机
制，广纳退役世界冠军、退役运动员、教
练和优秀体育教师等体育人才到天府新
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通过全区“排课走
校”的方式，到中小学担任体育教师。目
前，已有56名体育人才通过体育教师共
享中心进入天府新区11所试点学校上
体育常规课。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立“中辩书院”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10月27日，在

建校 65周年之际，成都中医药大学举行

了“中辩书院”揭牌仪式暨毛嘉陵校友与

金匮基金会捐建中医药传播项目仪式。

“中辩书院”由成都中医药大学医78
级校友、《中国中医文化蓝皮书》主编、

《中医文化传播学》教材主编毛嘉陵教授

发起创办。2021年，毛嘉陵将其数十年

的 5000余册藏书以慈善公益的方式，委

托北京金匮中医药文化发展基金会、成

都中医药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赠给成都中

医药大学图书馆。

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相关部门的大力

支持以及社会人士的公益捐资下，以此

5000 余册藏书为依托的“中辩书院”成

立。书院致力于传播中医药文化，主要

开展中医药读书、中医药与科学哲学研

究、中医药学术传承、中医药文化传播与

学术交流、校园中医药文化建设等活动。

“中辩”之名来源于成中医最具影响

力的学生社团组织“中医学与辩证法研

究组”及《中医学与辩证法》杂志。仪式

上，《中医学与辩证法》杂志第 39届主编

李光烨向同学们发出倡议，希望同学们

依托中辩书院的平台，博采众长，将所学

到的知识运用到自身学习、学术研究中，

牢记杂志创刊和书院建立的初衷，深耕

于杏林，为校园中医药文化建设、为我国

中医药事业尽一份力量。

体育教师共享中心专职教师周秋菊（中二）在天府新区南湖小学教学生打羽毛球。（图片由学校提供）

四川天府新区建立共享机制广纳优秀体育人才——

“我的体育老师是世界冠军！”

“一块布”撬动幼儿园游戏化课程
■ 遂宁市安居区第六幼儿园 姚秀英

徐其勇遗失四川师范大学自

然地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证，证

号：106361201802000626，特声

明该证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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