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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实勤奋尽职尽责

蒲阳和侯思宇都是六年级的学生，在
去年通过竞选进入了学校的大队部。一年
多的锻炼以来，他们从刚开始的手忙脚乱
到如今的得心应手，在这里收获了不一样
的成长。

“我在大队部里担任学习委员，各年级
的杂志、小册子发放等工作是我的一部分
职责。”蒲阳表示，前不久发放新学期手册
时，自己首先按照年级和班级把手册摆成
一摞一摞，再按照教室位置有规律发放，整
个过程有条不紊。“自从担任了大队委，现
在的我更加喜欢和擅于做规划，能够更好
地规划时间。”

而他的小伙伴侯思宇同样表示自己在
大队部里得到了锻炼，作为文体委员，事情
可能没有其他小伙伴繁重，但她从未降低
过对自己的要求。“我负责大课间放音乐和
广播话筒的控制，需要在大课间铃声响起
后把音乐打开，看着同学们全部下完楼后，
关掉音乐。”“曾经有次我和小伙伴在打开
音乐后聊起了天，忘记及时关掉音乐，直到
其他同学冲进来提醒我才缓过神来。一次
小小的失误让我明白，对待任何事情，如果
没有足够的责任心是做不好的。”

与书同行与乐相伴

担任大队委后，尽管需要处理的事情

比其他同学更多，但两个学生的学习成绩
并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有着独特的、适合自
己的一套学习方法。

蒲阳的英语和语文成绩尤其突出，在
背诵英语课文的时候，他表示自己会先把
课文的汉语意思记住，再去背英文课文。

“在理解的基础上，整篇课文是有逻辑的，
只要打好了词汇的基础，就一定可以快速
背会并且理解得更深入。”课本学习之余，
他还对文学知识非常感兴趣。《三国演义》
《史记》《悲惨世界》……每天中午完成作业
后，蒲阳都会拿出自己喜爱的文学读物，让
自己沉浸在文学阅读的乐趣中。

同样擅长英语和语文学科的侯思宇更
加注重学习的预习环节，即便已经提前一
天做好了预习工作，但在当堂课前的十分
钟课间里，她仍然会抽出五分钟再通读一
遍学习内容。“每次预习过后，我的课本上
都画满圈圈横横，标出自己不会的地方后，
上课时重点听课，帮助自己高效学习。”

无惧困难温暖生活

“登上布满荆棘之王座，守护他人希望
之天空”，是蒲阳常常在心里对自己说的一
句话，他希望自己成长得越来越强大。可
是在以前，这名得力小将还曾是一个爱逃
避的胆小鬼呢。“之前我遇到任何问题都会
马上向别人求助，自己根本不会做决定。
可随着后来自己竞选班委、竞选大队委，处

理的事情多了以后，现在学会‘临危不乱’
了。”春季运动会时，在体育老师不在的情
况下，担任班长的蒲阳和体育委员一起组
织同学们排队形，站位置，喊口号。

读书的日子是快乐的，家里的生活是
温馨的。每每回到家中，侯思宇总会帮助
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要做蛋炒饭
了，她就帮助妈妈打好蛋液；要炒菜了，就
钻进厨房帮忙择菜、洗菜；看到脏衣筐里衣
服多了，就赶紧拿去洗洗晾晒……她喜欢
与家人相处，并且珍惜所有的家庭时光。
饭后的下棋环节更是侯思宇快乐的源泉，

“我喜欢和妈妈对战五子棋和飞行棋，在下
棋中感受满满的温情。”

手握阳光 一路芬芳

成长感言

从我们竞选大队委开始，就
知道在这里会遇到困难。可那又
如何？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期望
的吗？我们在这里锻炼自己，在
这里结交朋友，在这里为同学们
服务，在这里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这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充实。

活动关注
栏目记者 周娟

管城回族区
“烛光工程”暖人心

管城回族区2018年“中贯新城·烛光
工程”贫困教师慈善救助仪式日前在东关
小学举行。本次受助教师 30人，每人发
放 5000元救助资金，共计 150000元，受
助资金由爱心企业郑州中贯新城置业有
限公司捐赠。

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教师上官晓
代表受捐助教师进行发言，表达了对区
委、区政府和爱心企业的感谢，并表示会
继续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把爱
心传递给更多的人。管城回族区相关负
责人寄语受助贫困教师，要坚定信心，勇
往直前，成为一个意志坚强、人格健全的
人；要砥励意志、发愤图强，为推动管城教
育事业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要常怀感恩
之心，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价值、报效
祖国、回报社会。

郑州市第十四中学
师生风采艺术节激情飞扬

诗朗诵《大美十四》，彰显出十四中人
的风采；汉服礼仪展现汉服之美韵、汉礼
之典雅、汉舞之曼妙；书法和八段锦，让艺
术节进入又一个高潮……郑州市第十四
中学师生风采艺术节近日拉开帷幕，精彩
的表演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掌
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据悉，此次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不仅
展示了学校艺术教育的办学特色与成果，
更把多年积淀的厚重文化和精神内涵予
以彰显，为学校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该校校长杨建臣说，艺术节是学校校
园文化的浓缩，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呈现，
是全体师生魅力展现的一个平台。体艺
是该校的特色，更是该校的招牌，学校民
舞队、啦啦操队、体育舞蹈队在全国比赛
中摘金夺银，屡获殊荣。

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
教育发展共同体成立

为了促进校际间的均衡发展，本着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彰显特色”的宗旨，
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与张华楼小学、南曹
小学两所兄弟学校共同成立“管城回族区
实验小学教育发展共同体”。近日，“管城
回族区实验小学教育发展共同体”成立启
动仪式及师徒结对活动举行。

活动现场，中原区伊河路小学的数学
名师李燕、二七区兴华街小学的语文名师
李铮，为三所学校的部分老师带来了两节
观摩课。在意犹未尽的精彩课堂之后，举
行了启动仪式。今后三所学校将牵手合
作，在办学理念交流、教学经验分享、名师
结对帮扶、特色学校建设、师生联谊活动、
优势资源共享等方面扩大交流领域，丰富
合作内涵，实现三校教育事业的共同进
步。启动仪式之后，举行了三校联合师徒
结对仪式，三所学校将携手并肩，共绘管
城教育的美好蓝图。

马寨一中
与慈善同行

近日，二七区马寨一中发动全体师生
进行了以“与慈善同行，筑温暖二七”为主
题的捐款活动。

全体教师为社会慈善事业捐出自己
的一日工资，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全体
学生在学校教学楼小广场集合，捐出自己
的零花钱。仅两天时间，该校共筹得善款
四千余元，这些钱将全部汇入二七区慈善
总会账户，用于社会慈善事业。此次慈善
捐款活动，不仅大力弘扬了中华民族扶贫
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更通过孩子
让更多的家庭和家长了解和参与到相关
的活动中来，发挥“小手拉大手”推动城市
精细化发展的作用。学校将以此为契机，
继续深入以“与慈善同行，筑温暖二七”为
主题的德育教育，使“慈善日”和“献爱心”
活动影响更深远。

脚下竞技激发兴趣

“加油、加油……”“好球！”“进了！”一个
个专业不失水准的踢球动作，一次次激情呐
喊，精彩的对决每周都会如约出现在十八里
河镇柴郭小学的球场上。在这里的每天清
晨或下午总会出现一群矫健的身影，他们时
而奔跑，时而呐喊，给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尽情享受足球运
动带来的快乐。

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关键在普及，重
点在教学。师资力量不容忽视，在普及的层
面上，该校校长李志超大胆启用非足球专业
的90后女教师曹雅斐担任体育教研组长及
足球进校园办公室主任，学校另外两名足球
教师同样是95后的非足球专业女教师。“我
们对三位年轻教师给予充分信任，鼓励她们
钻研足球技巧，编写校园足球的校本课程，
带领学生进行课程改革，推广校园足球。而
三位老师也不负厚望，在她们的努力下学校
里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了足球运动。”

场地问题是制约校园足球发展的另一
个难题。一直以来，学校场地紧张，只能满
足一部分学生对于足球运动的需求。有感
于此状况，十八里河镇柴郭小学率先引进笼
式足球设备，合理安排教学和比赛时间，使
所有学生都能参与到比赛中，真正形成人人
爱足球、人人会踢球的校园足球氛围。如
今，“柴郭模式”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学校可复
制、可落地、可执行的样板。

柴小鸭大球场、亚洲杯大球场、世界杯
大球场……在学校操场旁边的每个笼式足
球场地都被学生起了专属名字，学校组织的
足球比赛一般都在这里举行。“笼式足球为
三对三比赛，具有场地小、比赛时间短、易操
作等特点，学生很容易有参与感。”谈起笼式
足球的特点和优势，李志超表示，按照标准
场地五对五的比赛，一场比赛需要五十分
钟。但是在笼式足球的三对三比赛中，一场
比赛只需要五分钟。同时，由于有围笼，不
会出现足球出界的情况，对孩子们的难度也
随之降低，更容易激发孩子对足球的兴趣，
让他们主动走进球场。

李志超介绍说，学校把小组联赛融入到
足球课堂中，实现了每名学生每周一次高强
度比赛，加上班级联赛，全校一学期一共一
千余场比赛，在全校形成了“班班有队伍，人
人有技能，天天有活动”的校园足球文化。

玩转足球魅力无限

2015 年十八里河镇柴郭小学、回民第
二小学成为第一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2016年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创新街小学、
启元特色实验小学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2018年十八里河镇大王
庄小学、南曹乡野曹小学、逸夫小学成功入
选第四批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为强化足球特色学校的带头示范作用，
管城回族区教体局要求所有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严格按照郑州市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创建细则进行管理，构建全面的教学、
训练、比赛等计划。每周保证用一个大课间
以足球为中心，设计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足球活动。而这些活动的开展也充分
发挥了足球运动的教育功能，以球育人，在
于身心兼育、强身健心。

在十八里河镇大王庄小学，足球嘉年
华、足球班级联赛、足球操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形式，让全体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活动中
来，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该校校长罗
红艳表示：“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调整了学
生的精神面貌和阳光心态，培养了学生的集
体观念和团队精神。活动中让学生体验到
了公平竞争和规则意识，养成了诚信顽强、
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合作是足球的精髓，也是现在很多孩子
缺乏的一种精神。校园足球能够让学生们
从小就参与集体生活，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
性。在管城回族区实验小学，该校每个班都
成立有足球队，每学期都会组织一次“校长
杯”班级足球联赛。该校书记王蔚娜表示：

“通过班级足球联赛，不仅让孩子们体验到
了足球的魅力，了解了关于足球运动的规
则，更培养了一个个班级的团结合作精神与

凝聚力。”

以赛促练共同成长

足球是一项运动，更是一项比赛项目，
必须在大量的比赛中提高技能水平。目前，
管城回族区已形成学校班级、年级联赛为基
础，小学、初中、高中三级校园足球竞赛的机
制，搭建不同水平层次的竞赛平台，完成校
园足球竞赛体系建设。

为促进校园足球的普及，管城回族区各
学校纷纷组建足球社团和足球队。创新街
小学的足球社团，由足球专职教练员进行指
导培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后训练 2
小时，并利用每年寒暑假组织集训和交流比
赛。从足球社团中选拔出优秀成员代表学
校参加各级、各类青少年足球赛事。回民二
小的女子足球队是该校校园足球的主力参
与者，自2009年起，每天坚持课余时间训练
一小时，为我市、我省女子足球发展培养了
不少后备人才。

付出之后，收获随之而来。在 2017~
2018郑州市“市长杯”中，十八里河镇柴郭小
学获得小学男子甲级甲组年度名次成绩汇
总第一名。在 2018年 7月的河南省校园足
球“省长杯”比赛中，管城回族区回民二小获
得小学女子组冠军。在 2018年中国·秦皇
岛第四届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创新街小学
足球队获得甲组季军和乙组冠军……孩子
们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学校平时的训
练，但更多的是源于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

而以足球进校园活动为切入点和突破
口，管城回族区教体局把足球进校园活动中
所积累的经验，运用到其他更多的体育项目
中，来发挥以点带面的作用。他们在培养孩
子体育锻炼的兴趣上下功夫，使更多的孩子
体会到各个体育运动项目的乐趣，从而全面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如今，东
三马路小学的排球项目，回民一小的网球项
目，外国语小学的武术项目，实验小学、回民
二小、柴郭小学、创新街小学的足球项目，辅
读学校的特奥教育等都成为了管城教育的
特色品牌，助力管城向教育强区迈进。

快乐绿快乐绿茵茵 够精彩够精彩
——从“柴郭模式”感受管城教育的校园足球力量

足球是教育，足球是文化，足
球是生活。校园足球运动是青少
年喜爱、开展广泛，也是影响力大
的体育运动项目。它不同于专业
足球，校园足球的主要目的在于普
及足球运动、增强学生体质，是人
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项目。校园
足球的基础广泛了，踢球的人多
了，才有可能从中选拔具有天赋、
球技精湛的足球苗子，进入专业队
伍培养，成为专业足球运动员。

而校园足球作为新的足球普
及模式，给全民足球运动的发展提
供了更广泛的土壤，也给管城回族
区教体局提供了一个以校园足球
为突破，推动体育教育全面发展的
机遇——足球素养、运动能力也是
素质教育的一环。近日，以“特色
梦想·足球力量”为主题的“河南省
校园足球特色教育经验交流会暨
柴郭模式足球特色师资打造培训
会”在管城回族区举办。我们惊喜
地看到，在该区十八里河镇柴郭小
学、十八里河镇大王庄小学、实验
小学等一个个全国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的带头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孩
子们走出教室，在蓝天下，在绿茵
场，肆意挥洒汗水，体验运动的激
情与快乐，促进自身德智体美的全
面发展。

蒲阳侯思宇 二七区春晖小学

在大家眼里，蒲阳和侯思宇既是
“发号施令”的大队委，又是热心为大
家服务的小帮手，他们协助老师处理
班级和学校的一些管理工作时，总是
踏实尽职，井井有条。而在学习方面，
两个学生的成绩也是十足优秀，他们
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学习中感
受读书的快乐。而在课余时间，他们
打球、游泳、做家务……为生活增添多
样的色彩，让生活充满了阳光的味道。

出彩少年
栏目记者 禹萌萌

足足

十八里河镇柴郭小学的笼式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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