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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永川区2018年校园足球甲

级联赛（初中组）比赛异常激烈，双方队员在

绿茵场上你追我赶，互不相让，进攻、防守，

你来我往，不时打出精妙的配合和有威胁的

射门。上半场，卧龙中学10号主力队员邱

宗旺一记远射，率先攻破对手球门。卧龙中

学以1∶0领先对手，并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

到球赛结束。

冠军！卧龙中学男子足球队拿下了永

川区2018年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冠军！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近几年，

卧龙中学足球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步

一步擦亮足球名片。

练球先育人

对足球项目来说，选出好苗子至关重

要。

“学校足球项目起步时间晚，选人方式

大多通过班级联赛选拔相对优秀一点的学

生。队员素质参差不齐，管理起来有难度。

训练强度大一点，或者在训练中挨两句批

评，和队友之间发生一点矛盾等等，就有人

赌气不参加训练。”卧龙中学足球队教练段

先勇谈起组队之初的窘境。

好苗子，不仅要有过硬的技术，更要有

良好的素养。卧龙中学足球队采取了“练球

先教人，育人先育心”的教育模式，制定了一

系列的管理办法，规范队员的言行举止：学

生必须服从班级管理，听从班主任和科任老

师的安排，以学习为主，体育训练和文化学

习要兼顾；严格训练，除了放学后的固定训

练外，还利用大课间、星期天下午对学生进

行补差训练，对无故缺席的有相应处罚；为

鼓励平时训练认真、进步大的队员，实行竞

争首发激励机制……

段先勇教练表示，为打好每一场比赛，

他们把握好每一个环节，在赛前、赛中、赛后

均有部署。赛前召开准备会，进行战术布

置、战术演练；赛中关注队员表现，及时纠正

不合理的行为，提高队员实战能力；赛后及

时现场总结，每个位置的队员个人要总结，

没有上场的队员要评价场上队员的表现情

况，教练员要结合比赛中暴露的突出问题进

行分析，重新设计训练内容，强化单个技术。

就是在这样的严谨中，卧龙中学足球队

在永川区2018年校园足球联赛（初中组）的

比赛中才有如此上佳的表现：男子足球队勇

夺冠军，女子足球队拿下季军！

搭建好平台

2014年至今，卧龙中学先后被永川区、

重庆市、国家教育部命名为“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

小足球，大教育。卧龙中学坚持“让每

个生命绽放精彩”的办学理念，秉承“海纳百

川，扬长致远”的校训，构建起“扬长教育”体

系，推进扬长立德、扬长启智、扬长健体、扬

长创意、扬长强心。而校园足球就是“扬长

健体”的重要支撑。

学校筹资300余万元建成初中标准化

足球场地，投入10余万元添置足球设施、设

备，购买足球训练服、比赛服、防护装备、训

练和比赛器械等，让爱好足球运动的学生有

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不仅如此，学校还开设了足球课，班班

组建足球队，年年举办校级赛。招聘优秀大

学生，聘请足球俱乐部教练对体育老师、班

主任进行培训，让曾经是足球门外汉的老师

也认识足球、参与

足球，进而挖掘更

多的足球苗子。

“每一学年要

组织两场比赛，上

学期开展‘扬长

杯’班级联赛，下

学期进行‘致远

杯’班级联赛。各

年级各班都分别

组建了男、女队参

赛。通过校内比

赛这一平台，同学

们的足球技艺越

来越精湛，心理素

养越来越强大。”卧龙中学校长刘远平说。

擦亮金名片

“这几年，学校足球从无到有，从弱到

强，离不开全校上下的努力。”刘远平介绍

道，学校推行四个“一体化”建

设，提升四项能力：办学追求与

时代要求一体化，凝聚发展力；

制度设计与足球实践一体化，

增强保障力；校内比赛与社会

支持一体化，提升专业力；足球

运动与校园文化一体化，扩大

影响力。

学校把足球运动深深地融

入进校园文化中：“足球·啦啦

操”引领学生大课间活动，课余

足球兴趣小组训练蓬勃兴起，

“卧龙足球——我在行动”成为

学生喜欢的主题文化活动，定

期举办的足球黑板报设计、足

球绘画比赛、足球手抄报比赛

更是让全校学生一展才艺……

校内足球运动氛围浓厚。

这些年，学校也承办了多

起永川区级、重庆市级大型足

球赛事活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绩镀

亮了学校名片，也成就了学生，两年来为高

中学校输送了近20名足球特长生。

“足球运动的兴起带动了我校羽毛球、

拳击等项目的发展，拳击代表永川到重庆参

赛斩获金、银牌。”刘远平校长表示，办学校

就是办文化。校园足球，不仅仅是运动，更

是一种文化。在以后的日子，卧龙中学还将

大力实施“扬长教育”文化，坚持足球育人思

想，弘扬足球运动精神，让足球陪伴孩子们

成长，让孩子们的足球之梦更加绚丽芬芳。

（图片由受访单位提供）

绿茵场上育英才 桃李园中绽芬芳
——看卧龙中学如何打造“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本报记者 杨 雪

永川区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建设
工程
设计
方案
修改

项目
名称

凌云阁
项目

项目位置

永川区灵
龙路999
号，服务
外包B区
东侧

申请修
改单位

重庆
远兆
置业
有限
公司

修改事宜

凌云阁项目申请调整在1号楼东侧增设小区
大门及门卫室，同时调减部分1号商业、车库面
积，增加停车位由原来835个调整为939个，调整
后项目各项规划指标满足规划用地许可证要求，
具体调整情况详见附图。其余审批内容均不变具
体调整详情见区规划局公示栏、网站及项目现场。

公示地点

永川区行政
服务中心电
子公示栏、项
目现场、永川
区规划局网
站、公示栏

公示时间

2018年
6月13日至
2018年
6月19日

联系方式

85362407
喻女士

永川区规划局地址：永川区人民北路6号

详情请见：重庆市永川区政府门户网http://qzf.cqyc.gov.cn/col/col78/index.html

本报讯（记者 张 玲 通讯员 宋世

海 刘 畅）夏季来临，各类食源性疾病

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做好学校食品安

全工作，切实保障师生健康，连日来，区

教委以“四加强”为抓手，全力确保夏季

校园食品安全。

加强学校食品安全责任落实。区

教委与各中小学、幼儿园分层签订食品

安全目标责任书，形成“谁主管，谁负

责”的管理机制，严格落实校（园）长食

品安全第一责任人职责。建立食品安

全“一岗双责”机制，落实校（园）长、分

管校（园）长、食堂管理员、膳食监督员、

从业人员职责，把食品安全与业务工作

同研究、同规划、同安排、同考核。

加强提高食品安全意识。近日，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和托幼机构

夏季食品安全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打通思想关节，全面统一认识，要求全

区各中小学和幼儿园充分认识食品安

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抓

好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坚决克

服麻痹思想，对食品安全工作常抓不

懈，严防食品中毒事件发生在校园。

加强校园食堂管理，杜绝食品安全

事故发生。区教委切实加强营养改善

计划及学校食堂的日常管理，针对夏季

食源性疾病易发特点，严格落实食堂采

购制度、验收贮存制度、餐用具清洗消

毒制度、食品留样制度，落实制度举措，

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发生。同时不

断提高食堂从业人员素质，从灶务管

理、进货把关、食品留样、餐具消毒、记

录填写等方面进行规范性培训，切实提

高食堂管理水平。

区教委组织力量加强消除学校食品

安全隐患。连日来，区教委组织30余个

检查组，对全区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及食堂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督

查。内容包括食品原料采购、加工、消

毒、留样是否规范，食品的接收和发放是

否手续完善、登记详细、环节规范，供餐

是否按照制度要求做到位等方面，对不

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单位建立安全台账

并立即整改，保证督查工作不走过场、不

留死角，同时要求把一周的营养食谱在

学校食堂醒目位置予以公示，接受学生、

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的监督。

区教委“四加强”确保夏季学校食品安全

走进景圣中学，让人立刻就能感受

到浓郁的法制教育氛围：黑板报、宣传

橱窗、校园网络、微信平台、广播站等载

体都有法制主题宣传，让学生身处其中

接受智慧的启迪、法理的陶冶、灵魂的

净化。

近年来，“重庆市依法治校示范校”

景圣中学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工作，深入

开展建章立制、规范办学、民主管理等

工作，努力构建和谐校园，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法制宣教入人心
要懂法用法，必须先知法。景圣中

学通过专题研讨、主题演讲、家长会和

校讯通、QQ群、微信等形式将法制教育

从学校向社会延伸，从学生到家长进行

教育，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监督有机结合

起来，让法制宣教深入人心。

“干部带头，教职员工全体学法，提

高依法治校水平。”景圣中学校长刘才

兵说，学校还开设了法制课，做到计划、

课时、教材、师资、经费“五落实”。邀请

法制副校长、公检法机构专业人员等结

合本地案例为学生讲授《未成年人保护

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知识，以身边的鲜活案例加强对学生

学法知法的宣传，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

和法律素质。

规范办学有章循
依法治校的目的在于有人有责、有

事有则，促进学校办学法制化、规范化、

现代化。因此，景圣中学先后制定了

《重庆市永川景圣中学章程》等一系列

管理制度，实现依章办学、依章施教、依

章办事、依章评价，做到有法可依。

落实课程计划，坚持依法施教。“学

校教学计划做到正规化、常规化、常态

化。”刘才兵校长解释道，正规化，即开

齐开足课程，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减轻

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不违规停课、换课、

补课；常规化，即经常性的规定，教师严

格遵守“十不准纪律”，认真履行教书育

人职责，“规定性动作”一经确定，不得

朝令夕改、因人而变、因时而动，避免某

种程度的随意性、盲目性和无序性。

民主管理聚人心
依法管理是依法治校的主体工作，

景圣中学实行民主管理，以人为本，把工

作做细做实，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

性，教职工关心学校、热爱学校、建设学

校的热情高涨，学校各项工作开展顺利。

“学校重大决策交学校教代会讨论

通过再组织实施，重大事项实行全校通

报制度，广泛听取教职工的意见。在学

校管理过程中，教代会发挥了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的作用。”刘才兵校长介绍道，

推进校务公开制度，接受教职工的监督；

保障教师合法权益，实施青蓝工程、名师

工程、“五子登科”策略和校本教研策略，

帮助教师成长；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建立

并实行校内学生申诉制度。

校风正，则学风浓，师生遵章守纪，

形成了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

气。近年来，学生操行合格率均为

100%，学校先后获得“全国诗教先进单

位”“重庆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等区市级

以上荣誉称号20余项。

坚持依法治校 构建和谐校园
——景圣中学创建“重庆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纪实

本报记者 杨 雪

凤凰湖中学加紧建设 预计秋期投入使用
凤凰湖中学是区委区政府实施的又一教育民生实事，

位于新城区龙马大道，常年办学48个教学班，可容纳2500

余名学生。该工程总投资 9000 多万元，使用面积近 60

亩。目前正在加紧建设，教学楼建设已经进入中后期，预

计秋期投入使用。 记者 刘 灿 摄

教育民生实事

训练常抓不懈

各位教师、家长朋友们：

你们好！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书育人，教师为

本。教师承载着传承文明、启迪心智、道德示

范的使命，良好师德是教师立身之本，师表之

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师应争做“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教师，为新时期做人民满意教师提出

了更高要求。

当前，永川九千多名教师秉承高尚师德，

无私奉献、辛勤耕耘在平凡岗位上，为推动永

川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打造区域性教育中心做

出了不平凡成绩，值得钦佩、值得敬重、值得讴

歌。但仍然存在极个别教师违规补课、收受礼

金、接受请吃等现象，加重了学生学业课业负

担，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了教师

队伍良好形象。

为切实加强教育系统廉政建设，营造风清

气正育人环境，区委教育工委、区教委将在高

考中考结束之时重点整治教育系统公职人员

借子女、学生升学之机大操大办、收受礼金、过

度人情消费和违规补课、收费等突出问题。严

禁在职中小学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严

禁以家长委员会、班委会等理由和借口组织有

偿补课活动，严禁与校外机构合作举办有偿补

习班。严禁全区教育系统公职人员以子女、学

生升学为由，举办或参加升学宴、谢师宴，借机

赠送、收受管理或服务对象、单位同事的礼金、

礼品、代金券、免费旅游和培训服务等。严禁

收受学生家长赠送的礼金、礼品、代金券、免费

旅游和服务等。恳请各位家长不邀请教委和

学校领导、教师参加升学宴、谢师宴等，以实际

行动，坚决遏制违规违纪行为发生。

希望全区广大教师弘扬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园丁”精神，严守教育部“师德十条红

线”，坚持清廉自律、以德立教的职业操守，以

高尚的人格教育影响学生，为孩子们做好榜

样。希望各位家长更好地发挥对学校、教师的

监督作用，促使学校规范办学、教师廉洁从教，

为孩子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育人环

境！

监督举报电话：023-49850713、49853266。

中共重庆市永川区委教育工委

重庆市永川区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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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区教师和家长的公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