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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娃娃,踢球能有前途？

10月14日下午5点，张盘小学，
雨刚停，一群十多岁的小女生和小男
生出现在球场。

孩子们脚下的是一块40米×60
米的八人制足球场，这是张盘小学这
个村级小学的骄傲。

天色渐暗，场地边6个灯柱上的
LED灯发出亮光，照亮了场地边张
盘小学校长宋海波和体育老师梁耀
武的面孔。

足球场边，宋海波边走，边扫视
着场上跑动的孩子们，三年前他不敢
想象乡村学校能拥有这样一块令人
振奋的场地，也没有想到，孩子们能
在短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张盘小学，地处偏僻，基础设施薄
弱，学生流失严重，宋海波担任校长
后，如何在现有条件下把学校办好，办
出特色，成了他思考的首要问题。

张盘小学所在村子历来就有重
视体育的传统，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洛阳就闻名遐迩。宋海波也发现
学校一些学生很有运动天赋，对足球
非常热爱，发展校园足球行不行呢？

2016年，张盘小学54岁的体育
老师梁耀武在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
时，他被其中几个女生的运动天赋所
震动。

“跑不累，反应敏捷。”梁耀武这
样形容。这些姑娘，就像他在40年
前所教的那批初中生运动员一样。
宋海波得知这个消息后也喜出望外，
他俩感觉到成立足球队的时机到了。

但学校要成立足球队的消息，传
到女学生家长那里，大家一致认为这
是“踢踢耍耍，耽误学习，没有前程”
的做法。

学生王一好的父亲王虎占的说
法更直接：“我们都是农民，哪有多余
的钱给孩子踢足球，还是好好考学来
得实在。”

为了说服家长，宋海波和梁耀武
开始一次次地拜访学生家长，还邀请
他们到学校观看孩子们踢球，就这
样，慢慢地打消了家长们的顾虑，表
示先试试看。

没有训练草坪，球还能踢吗？

张盘小学每年级有一个班，每班
40 多名学生，其中女生 20 多个。
2016年9月，4年级的女生三分之一
都被梁耀武挑进了足球队。训练场
地是两块篮球场地拼凑成的水泥地。

“孩子们有天赋，我坚信咱农村
娃可以踢好足球。”梁耀武并不是专
业的足球老师，下午放学后他带着孩
子们训练体能，晚上看足球教学视
频。边学边教，学生们颠球从1个颠
到10个，传球越来越准。直到2017
年5月，张盘村小学第一支女子足球
队正式成立了，队员7人，后来增加
到了12人。

在一次训练赛中，女足队员抢球
时迎面摔倒。“孩子的胯部都淤青
了！”看着女儿的泪脸，学生梁佳琪的
父亲对女儿是否继续踢球又犹豫了。

“在水泥地上搞足球太危险。”宋
海波说，“不铺场地，足球就不能再搞
了。”但学校经费有限，造一块像幼儿
园户外场地那种简易草坪都需要3.5
万元。

当时，宋海波找到张盘村村支书
梁根乐请求支持，村支书从村经费中
挤出1万元给了他。宋海波又说服
工程队负责人，将其余2.5万元工程
款分两个学期支付。

2017年5月25日，全新的五人
制足球场落成。与此同时，张盘小学
同洛阳远航星足球俱乐部达成合作，

教练李磊进驻学校，每天下午课后，
为孩子们提供两小时系统专业训练。

2017年10月，张盘小学女足代
表孟津县平乐镇参加“县长杯”足球
比赛。面对如云强手，张盘小学队员
显得有些弱小，但队员们的顽强不
屈，在最终比赛中获得了本届冠军。

“当时以为能进前三就很了不起
了，没想到拿到了冠军。”回想起第一
个奖杯，宋海波依然很兴奋。正是这
次夺冠，给了家长和教练极大的信
心，也给张盘小学带来了物资支持。

2018年11月，孟津县教育局和
平乐镇政府筹资40万元，在张盘小学
原来的足球场位置上建成了一块标
准的8人制2400平方米的足球场。

当定制的4米宽草坪运到了学
校，宋海波、梁耀武和学校总务长张
灿波同一名学生家长4人，动手卸下
所有草坪。八人制灯光足球场建成，
孩子们看到这个新奇的东西，一跃扑
倒在草坪上，尽情地打滚撒欢。

那晚，宋海波激动得久久不能入
睡，“几十万的场地，梦想实现了！”乐
出声的他却被妻子呵止。

张盘小学，能成为足球名校吗？

足球场上，孩子们的训练刚结
束，总务长张灿波便迅速拉下了电
源，大家在漆黑中摸索着收拾场地。

“灯是不是关得太早了？”宋海波问了
一句。

张盘小学每年平均有5万元经
费投入到了足球中，这已经占到了学
校年经费的40%。为了维持学校的
正常运行，总务长想尽办法省钱。

新球场建成后1个月，张盘小学
女足参加2018年洛阳市“市长杯”总
决赛，压力巨大，学校足球队挑灯夜
训。最终苦战三场，张盘小学摘取小
学女子组总冠军，改写了冠军不出市
区的历史，为孟津教育争得了荣誉。

2018年底，张盘小学收到了内
蒙古自治区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足
球冬令营的邀请。去的话，经费怎么
解决？不去，机会难得。最终宋海波
决定不管再难，必须去，让孩子们长
长见识，最终学校、家长各方拼凑出
了外出参赛的经费。

面对四个国家36支代表队时，
连像样的队服都没有的张盘小学女
足的队员们没有胆怯，经过9天的激
烈角逐，进球38粒，以绝对优势勇夺
U12女子组冠军。比赛结束后，村民
们开车到机场来接，宋海波说，当时
特别激动，有种世界冠军回乡的感
觉。在此后的比赛中，张盘小学女足
越战越勇。2019年7月，“省长杯”
开赛，张盘小学队斩获女子组亚军。

如今，张盘小学女子足球第一批
球员已经毕业，并且凭借着足球特长
升入到了洛阳市重点初中，这对于农
村的孩子来说，通过另一种途径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

经过宋海波的努力，张盘小学已
经形成了浓郁的校园足球文化。不
仅如此，还计划从幼儿园大班选拔孩
子，提前让幼儿接触足球、喜爱足球，
完成张盘小学校园足球的工作下移，
实现“足球从娃娃抓起”。

随着张盘小学女子足球队接连
取得好成绩，也有些洛阳市区和外地
的家长慕名而来，但看到学校快30
年的教学楼时，车也没下便走了。

宋海波现在有了发展目标，他决
定在硬件和师资上共同提升，以吸引
更多张盘村以外的生源来张盘小学
学习，打造全国校园足球品牌学校。
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足球，让农村孩
子有更好的出路，梦想张盘小学能够
培养出国家队队员，为国家效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吉小平 李晓波
通讯员 王笑天 文图

@米乐：我是边流泪边
看完的，太感动了，这样的校
长应该多一点！从这种学校
出来，孩子有健壮的身体，有
拼搏的精神，有积极向上的
面貌，对孩子的一生都有深
远的影响！

@一诺：常言说，“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发展农村学
校体育，场地器材等基本设
施是重要因素。再好的发展
设想，遇到场地不足、器材不
够等条件限制，都难以很好
地落实。因此，基于场地设
施需要帮扶的学校，除了加
大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力度，
更应调动广大社会力量，希
望那些热心公益的成功人士
也能为我们农村学校体育的
发展多一些关注和帮扶。

@一川风雨：当走进广
大农村地区，尤其是国家集
中连片特困农村地区后发
现，农村学校体育不仅需要
加大扶持力度，而且扶持的
时间要加快，扶持的类型要
更具针对性。与此同时，我
们也惊喜地发现，即便是条

件简陋、专职体育教师队伍
建设不足的个别农村学校，
有些校长十分重视学校体
育，老师们也充满着对体育
工作的热情。为孩子们点
赞，为老师们点赞！

@努力前行：无论是研
究农村学校体育，还是对农
村学校体育工作的各项活动
进行评价，其目的并非完全
是看研究结果和评价结果，
而是要真正找到现阶段农村
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面临的困惑，并对
其进行分类指导，精准扶持
使其得到更好的发展。

@行知部落：长期以来，
农村教育与体育发展相对城
市而言一直是难点问题和薄
弱地带。“开展全民健身运
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是党
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部署，现阶段推进农
村体育现代化建设和大力开
展农村扶贫脱贫工作已经成
为新时期农村体育工作的指
导方向。

连续三年蝉联“县长杯”小学女足冠军、荣获“市长杯”女子组冠军、国际足球邀请赛U12女子组冠军、“省长杯”小学女子组亚军……
这是不到3年的时间里，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张盘小学女子足球队的成绩单。
这所仅有245名学生的乡村小学是如何完成这些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成绩呢？连日来，大河报记者来到张盘小学探访。

灯光下球场上，梁梦研
脚上的金靴闪烁，这是她入
选“2020年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夏令营”总营最佳阵容
身份的象征。

今年8月，在河南省青少
年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
遴选活动中，张盘小学9名队
员全部入选省最佳阵容，5名
队员入选全国夏令营总营。
其中，梁梦研入选全国总营
最佳阵容，将参加校园足球
国家队选拔。

在外人眼中，梁梦研已
经成为一名准“国家队”队
员，但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她
和队友们长期穿着30多元一
双的帆布球鞋比赛，直到
2018年12月举行“市长杯”
决赛前她们才第一次穿上皮
质足球鞋。

“打比赛穿布球鞋老丢
人。”王虎占说，在那次“市长
杯”决赛开赛前三天，他在淘
宝上发现某运动品牌搞特
价，他用165元给孩子买了双

皮足。
怕孩子穿布球鞋比赛丢

人，而王虎占日常的工作恰
是缝制布鞋。每年过了农忙
后王虎占就和妻子在家缝制
布鞋鞋面。每缝一双，他能
有三分钱的利润。

2019年春节过后，梁耀
武发现很多队员脸色蜡黄，
他“命令”学生家长：保证孩
子两天一次肉，每天两个鸡
蛋加一包奶。熟牛肉六七十
元一斤，王虎占一周只敢给
孩子买一次。

2019年 7月“省长杯”
比赛期间，为了保证孩子们
高强度比赛的体力，宋海波
每天买3斤熟牛肉，切成薄薄
的片分给10位队员，而随队
老师们都舍不得吃。

“孩子有这方面天赋，喜
欢足球，现在也踢出了点名
堂，我们夫妻俩再难也会支
持孩子走下去。”王虎占说
道，希望她能继续加油，到更
高平台去踢球。

洛阳一农村小学女子足球队为何能频频夺冠？

做布鞋的父亲，怕女儿穿布球鞋上场比赛丢人

为孩子们点赞，为老师们点赞！

花絮

热评

▼张盘小学男女足球员在学校球场上踢训练赛

▶每天下午5点，
张盘小学球员们要

进 行 两 小 时 训
练，宋海波（中

间穿黑运动
衣）到场

观战。

◀10月18日
早晨，校长宋海波
开私家车送队员
到孟津县城参加
比赛，这种方式出
行能节省费用。

10月18日上午，正在孟津县“县长杯”赛场前观战的张盘女足队员

▶10 月
18 日中午，
孟津县“县
长杯”比赛
结束后，队
员在吃饭前
抽空写英语
作业。

▲10月18日中午，孟津县“县

长杯”比赛结束后，队员在县城面馆

吃午饭。

女孩

教育部等七部门9月初印发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八大体系建设行动计划》的通知，指出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要建设八大体系，即：精心布局、夯实校园足球推
广体系；全面发力、健全校园足球教学体系；示范引领、
打造校园足球样板体系；严格管理、做强校园足球竞赛
体系；统筹协调、形成校园足球融合体系；激励创新、构
建校园足球荣誉体系；攻坚克难、搭建校园足球科研体
系；强化导向、完善校园足球舆论宣传引导体系。根据

《通知》，“到2022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生体质健康合
格率达到95%以上，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
过3000万”被列为工作目标之一。

校园足球最新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