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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四川省体教融合工作推进会在蓉召开

学校体育场馆明年底前全配备AED
本报讯（记者 何文鑫 陈朝和）

10 月 28 日，四川省体教融合工作

推进会在成都体育学院召开，副省

长罗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教育厅党

组书记、厅长邹瑾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近年来，各地、各有

关部门主动作为，扎实推进体教融

合改革，在健康教育、品牌赛事、人

才培养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3 个

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8 个试点县

（区）、5 个“满天星”训练营示范效

应有效发挥，一批优秀退役运动员

到学校担任体育教练员，创建各类

体育传统特色学校 2000 余所，四

川代表团在第十四届全国学生运

动会上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

质为目标，完善体教融合工作目标

和运行机制。要准确把握教育、体

育的功能和定位，严格落实国家规

定的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开设刚

性要求，逐步增加体育课时，广泛

开展普及性体育运动。要扎实做好

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

练员工作，缓解体育专业师资不足

问题。要以赛促训、以赛促练，通过

“贡嘎杯”系列体育联赛带动学校

体育赛事全面发展。要完善体育基

础设施设备，全省学校体育场馆明

年底前全部配备AED（自动体外除

颤器），2025年底前，全省所有体育

场馆全部配备AED。

会前，罗强出席四川省第二届

“贡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开

幕式并宣布开幕。本届“贡嘎杯”比

赛项目，在首届基础上扩增为“足、

篮、排”三大球项目，22个组别共 1
万余名学生将参加比赛。

本报讯（记者 鲁磊
陈朝和）10 月 27 日，省委

教育工委书记李建勤到成

都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学

院党的建设、产教融合、人

才培养、创新创业、疫情防

控等情况，强调要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

教育的重要指示,坚决贯

彻全国和全省职业教育大

会精神，坚持正确办学方

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坚持产教融合，为四川

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技

术技能人才。

李建勤走进学院，首

先来到校门口等疫情防控

关键点位，仔细察看进出

校门人员管理、扫码测温

等情况，叮嘱学院一定要

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

各项措施；随后走进财经

学院成都金融文化教育体

验馆、软件学院融创产教

园、成都创业学院，与师生

交流，听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创新创业等情况介

绍，询问虚拟仿真信息化

教学情况，对“学院围绕产

业办，专业围绕产业建”的

做法表示肯定，并与学院

领导班子成员座谈，听取

学院发展建设情况汇报，

了解学院发展建设中遇到

的瓶颈和难题。

李建勤指出，成都职

业技术学院建院以来，坚

持“扎根成都、服务四川、

面向全国”，教育理念先

进、办学特色鲜明、成就明

显，势头良好。希望学院坚

持党的领导，深入学习贯

彻全国高校第 27 次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和全省高校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

校长负责制，扎实抓好党

史学习教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贯彻，着力打造党建

工作品牌，梳理总结优秀“支部工作法”，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目标

导向、问题导向，对标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建

设标准，强弱项、补短板，努力提升办学质

量和水平；要坚持产教融合，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聚焦成渝“两中心两地”

建设人才需求，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加强

“双师型”队伍建设，培养更多“适销对路”

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坚持“严细实”

要求，抓好疫情防控和校园安全稳定工作，

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保障校园安

全和师生生命健康安全。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教育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戴作安；教育厅二级巡视员王羽；省

委教育工委、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同志；成

都市相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今年 4 月，教育厅、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4 部门联合发

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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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体育老师是世界冠军！”

《通知》发出后，天府新区成为四川

首个体教融合改革试验区，创建体

育教师共享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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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区“排课

走校”的方式，安排他们到中小学

担任体育教师。这既解决了运动员

退役后的出路问题，又充实了体育

师资，为区域体育特色发展注入活

力。

天府新区的探索，是近年来我

省体育和教育融合发展的一个缩

影。

近年来，我省始终将“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贯穿育人全过程，

让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坚持体教

融合发展，不断创新体制机制，开

创了“以体育人”新局面。

创新融合机制
激发区域体教活力

如何让体育和教育有效融合，

实现“1+1＞2”的效应？近年来，各

地各校开展了积极探索。

天府新区于今年 7 月成立了

体育教师共享中心，并举行优秀体

育教师、优秀退役运动员双选会，

最终 56 名教师双选成功，加入中

心。另外，包括花样游泳世界冠军

蒋文文、蒋婷婷等 8名奥运会冠军

和世界冠军加入共享中心冠军资

源库。

目前，天府新区不少学校已签

约共享中心的教师，并陆续开设击

剑、举重、曲棍球等奥运特色课程。

以此为契机，天府新区还统筹构建

基础课+体育、艺术课+素质教育

课的“1+2+N”课程体系，为学生提

供多元化、个性化课后延时服务。

而阳光充足的攀枝花市，则充

分利用其气候优势，吸引了 300 多

支国内外专业运动队、近万名运动

员、教练到该地训练。

借此契机，攀枝花市不断深化

体教改革，在体育场地建设上加大

投入，建立起市县校和小初高“三

级三层”竞赛体系，开展田径、足

球、垒球等特色项目。同时，大力推

进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建设，

提高区域人口体育素质。

高校是高水平人才培养的生

力军，更是探索实践体教融合的排

头兵。

近年来，西南交通大学通过

“自主培养+社会化合作”“特色发

展+政府合作”创新体教融合发展

模式，积极参与培养高水平运动

员，推动大学生“文化+体育”的双

线协调发展。学校先后与四川省足

球协会签署共建协议，与四川男篮

签署特色品牌战略合作协议，与天

津青年女子排球队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等，共同培养高水平体育人

才。

西南财经大学在与省体育局、

成都树德中学等联合培养体育后

备人才和高水平运动队的同时，积

极服务成渝双城体育产业经济圈

建设，参与撰写《四川省体育产业发

展报告》，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

完善赛训体系
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初中每天 1 节体育课，高中每

周 3节体育课，且每个年级实现模

块化上课。这是成都市石室天府中

学现在正在实行的体育课程。在此

基础上，石室天府中学开展了校园

垒球、篮球、足球班级联赛，建有垒

球、篮球、足球和游泳四支项目运

动队，培养和赛训体系不断完善。

近年来，教育厅不断推进青少

年体育后备人才“省市共建”“省校

共建”培养体系建设，坚持赛事融

合，与省体育局共建青少年体育竞

赛新体系，形成了“校内普及+市

级亮相+分区选拔+省级参赛”的

青少年竞赛机制，联合举办田径、

游泳、篮球等 10余项省级赛事，共

申创国家级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

基地18个。

科学、系统、完善、高效的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和赛训体系，助

力我省近年来取得了耀眼的体育

成绩。在刚结束的第 14 届全运会

上，四川代表团囊获 30 金 25 银 26
铜，金牌数位列全国第6，奖牌数位

列全国第7。
各地也紧抓体系建设关键期，

以教育改革为抓手，推动体育教育

建设。攀枝花市用 4年时间将中考

体育分值提高到 100 分，推动形成

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青

少年体育健身网络。

培养、赛训机制的建立健全，

也提升了全省各地各校学生的体

质健康水平。据统计，我省学生体

质健康总体合格率实现了连续 5
年的提升。例如，石室天府中学每

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达到

97%，近视率不断下降，先后为四

川省队输送 17 名垒球队员，师生

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

挖掘特色引领
打造校园体育品牌

10月 28日，四川省第二届“贡

嘎杯”青少年校园体育联赛开幕。

这是由教育厅、省体育局、共

青团四川省委主办的四川顶级青

少年体育赛事，全省 104 所高校、

575 支代表队的 1 万余名运动员、

教练员参赛，今年除足球项目外，

还新增篮球、排球项目。

体育特色不鲜明、体育赛事品

牌叫不响，曾是四川学校体育和青

少年竞技体育的短板。

基于此，近年来，我省不断加

强体教队伍建设，开启开足基础课

程，不断利用课后服务等方式引导

学校发展体育特色项目，鼓励高校

开设体育专业、招收高水平运动

员。

天府新区在引进奥运冠军等

优秀体育人才基础上，形成覆盖29
个奥运项目、9个非奥运项目和 10
个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课程体系，

组建了棒球、花样游泳等 7支体育

代表队，推动“一校一品”“一校多

品”体育特色发展。同时，整合校外

体育类培训机构资源，优选 115 家

机构，与 45所学校在轮滑冰球、赛

艇等57个项目上达成合作。

西南交大将体育课和思政课

结合起来，将北京奥运精神、中国

女排精神融入体育课，推动国内首

家“体育健康超市”课外活动。西南

财大精心打造“一校多品、一院一

品、一社多品”的校园体育文化。

据统计，我省共有 73 所高校

开设了体育专业，其中 12 所具有

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资格，共开设了

足球、网球、排球等 10个体育特色

项目，为体育后备人才储备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十四五”期间，我省还将进一

步打造四川校园体育赛事品牌，形

成以“贡嘎杯”为示范引领的青少

年竞赛，培育出更多享誉全国的青

少年体育赛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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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近年来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动体教融合发展见成效——

绘就体教融合“新蓝图”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陈朝和

天府新区体育教师共享中心教师刘子乐在南湖小学带领学生练习篮球运球技巧。（图片由学校提供）

◆◆

导读 天府新区建立共享机制广纳优秀体育人才（详见二版）

本报讯（沈文）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以下简称“双减”）的意见》精神，确保

“双减”任务落实落地，方便群众及时反映

相关线索，四川省教育厅公布了省市县三

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工作的监督举报电

话，请学生、家长、社会各界共同监督，为学

生身心健康成长提供有力保障。

四川省教育厅“双减”监督举报电话：

028-86117157。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

“双减”监督举报电话，请登录四川省教育

厅官网官微查看。

我省公布“双减”
监督举报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