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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颠球王”

会泽 326 名
外出务工人员
踏上
“绍兴号”
返岗专列

云师大附属润城学校初二学生
胡益璇连续颠球 11049 个

“……11047、11048、11049！
”
在云南师范大学附属润城学校前不
久举行的校园颠球比赛中，初二学生胡
益璇以连续颠球 11049 个的成绩获得
校园“颠球王”称号。
“足球落地后，我腿
疼得都走不动路了。
”胡益璇说，
“不过帮
我数数的同学更辛苦，三个同学轮着数
了两个多小时，都快要数哭了。
”这一届
的校园颠球比赛竞争异常激烈。第一天，
作为学校纪录的保持者，
胡益璇连续颠球
9000多个，
他本以为稳操胜券了，
没想到
一位初三学长很快打破了他的纪录。
第二天，心有不甘的胡益璇又来到
球场，向学长发起挑战。
“前一天我已经
消耗了不少体力，但我告诉自己要咬牙
坚持。
”胡益璇说。最终，他以连续颠球
11049 个的成绩再次打破学校纪录。

胡益璇个头不到 1 米 7，在球场上司职
中后卫，还是学校足球队乙队的队长。
“我
虽然身板小，但速度很快，教练安排我站在
三个后卫后面，前面的队友被过了，我可以
马上补位，这个战术非常有效。”
他说。
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胡益璇在父亲
的支持下，从小学一年级开始练习踢球。
自从踢球后，胡益璇很少生病，身体结实了
许多。
“最重要的是，踢球让我快乐，也让我
变得更自信。你看，我的牙齿天生长得不
齐，但我一点都不自卑，我觉得这就是我
的独特之处。”胡益璇乐呵呵地指着自己
的门牙说。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云
南师范大学附属润城学校在云南省教育厅
的支持下，
还引进了专业的足球外教团队。
“我们足球班的教练团队全部由持有
国际教练员证书的外籍前职业球员组成。”
润城学校中学部执行校长姜萍说，学校每
个年级都有一个足球特色班，班里的学生
不仅能够接受足球专业训练，训练结束后
学校食堂还会提供营养均衡的配餐。
胡益璇的“快乐足球”理念深受学校足
球队总教练汉姆的影响。34 岁的汉姆曾是
法 国 的 一 名 职 业 球 员 ，后 来 因 伤 早 早 退
役。
“ 我来中国已经快五年了，我的目标就
是帮助这里的孩子提升足球水平。
”
他说。

“和队友完成精妙配合会让我特别开心”
在日常训练中，汉姆一直向小球员强
调，最重要的是享受踢球的快乐。
“ 足球是
一项对抗的游戏，踢球时会有压力，但如果
想要赢球，球员在球场上要放松、快乐。
”
提倡“快乐足球”的汉姆也有严厉的一
面。每次训练，他都要求小球员必须提前
30 分钟到球场热身，迟到的球员要被罚跑
圈。
“ 踢球重要的不只是身体，更重要的是
这里。”汉姆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职业足球
运动员不仅要有天赋，
更重要的是自律。”
“就算这些孩子以后不当职业球员，有
一个强健的身体，有很强的自我管理能力，

对他们的未来都会大有好处。”
汉姆说。
2020 年，润城学校有 1 名学生入选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最佳阵容，还有 7 名学生
代表云南省校园足球队参加全国比赛。姜
萍说，足球班学生不仅球踢得好，成绩也有
明显提升，
“初三足球班的平均成绩排名全
年级第一”
。
“以我目前的水平，很大概率做不了职
业球员，但这并不影响足球带给我快乐。”
胡益璇说，
“ 每一次在球场上进球，和队友
完成一次精妙配合，
都让我特别开心。”
文图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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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身板小，但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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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社会足球场地
全面开放
国家体育总局 22 日在其官
网公布，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发
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
加强社会足球场地对外开放和
运营管理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
称《指 导 意 见》），提 出 到 2025
年，社会足球场地全面开放，初
步形成制度完备、权责明确、主
体多元、利用高效的社会足球场
地长效运营管理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社会足球
场保障使用功能确保开放时
间。鼓励各地依托已建社会
足 球 场 地 ，因 场 办 赛 ，广 泛 开
展足球赛事活动，强调社会足
球场地优先保证用于开展足
球活动，严禁任何单位或个人
擅自改变政府投资和享受政
府补助的社会足球场地的功
能。
《指导意见》指出要科学管
理社会足球场，建立健全管理制
度，强化日常管理。鼓励建设信
息数据服务平台，采用智慧管理
系统，鼓励社会力量承接政府投
资社会足球场地的运营管理。
要求对社会足球场开展绩效评
价，
建立奖惩机制。
《指导意见》强调要完善社
会足球场配套设施，提高运营效
益，鼓励多元利用，支持延伸足
球产业链，支持为学校青少年提
供场地、教学、培训服务，推进体
教融合。
《指导意见》还要求各地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社会足
球场地运营管理的指导和监督
管理，将社会足球场地运行、维
护经费纳入本级预算管理，加大
财政支持，确保社会足球场地设
施、设备正常运行和持续服务。
据新华社

近日，来自曲靖市会泽县者
海镇、大海乡、大桥乡、大井镇等
20 个乡镇 326 名外出务工人员，
乘坐两地联合开行的“绍兴号”返
岗专列 Z288 次列车，从昆明站缓
缓驶出。
“我们一家三口出去打工多
年，这次出去心里最舒服开心，
因为县人社局为我们免费订了
车票，还提供返岗途中吃的、住
的和防护口罩，同时，周到地派
人全程护送我们到工厂门口，真
的很感谢他们。”乘坐此次返岗
列车的上村乡大松树村的务工
人员余吉兰说。
同 样 在“ 绍 兴 号 ”返 岗 专 列
Z288 次列车上的何发州父子俩
带上少量行李就出发了。
“能坐上
这趟专列很开心！”何发州激动地
说。他表示，刚开始决定了要去
绍兴务工，又担心买不到车票。
“正值我们犯愁时，社区负责人来
宣传节后集中输出报名相关事
宜，我们父子俩便报名参加了县
人社局统一组织的正月初八集中
输出活动。
“ 何发州说，
“ 没过几
天，社区工作人员便通知我返岗
乘车相关信息。感谢他们帮我们
父子俩买到了火车票，要不然我
都不知道能不能买到火车票按时
返岗。”
近期，会泽县人社局抢抓外
出务工人员春节返乡返岗这一黄
金时期，统筹组织开展“春风行
动”
“就业援助月”等专项活动，采
取“线上+线下”等方式，以省外
务工人员、申报务工奖补人员以
及去年“点对点”集中输出人员为
宣传重点。在全县开展务工情况
大排查、省外稳岗大走访、岗位信
息大推送、就业政策大宣传、转移
就业大输送等“五个一”宣传招聘
活动，带领招聘企业及劳务中介
等部门，把招聘会开到乡到村到
组，举办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为农村劳动力及搬迁劳动力精准
推送岗位信息，实现人岗对接不
出户、岗位宣传无死角。
据悉，日前出发的 Z288 次专
列车票费用均由会泽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承担，到浙江省绍
兴市务工的会泽籍务工人员免费
乘坐。会泽县人社局针对每批次
集中输出人员数量，采取分批次、
分方向、分车次，为每个输送方向
派出至少 2 名工作人员组成护送
小分队。截至正月初八，会泽成
功输送务工人员 1500 余名，正月
十六还将组织集中输送一批。
本报记者 张田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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