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足改方案出台，未来 10年我国将建 5万所足球特色学校，网友热盼——

加把劲，让“足球小子”遍河南
□本报记者 张培君 黄岱昕

“厕所革命”先革谁的命
□本报记者 王 涛

扫描二维码关
注大河网官方微信

“校园足球要开启‘举

国模式’了，今后，亿万小学

生都要踢球啦！”随着《中国

足 球 改 革 发 展 总 体 方 案》

（以下简称《方案》）的出台，

3 月 16 日，网友“雨点叮咚”

在大河网大河论坛（bbs.da-

he.cn）发帖，引发热议。

《方 案》指 出 ，到 2025

年，我国将建 5 万所足球特

色学校，各地中小学要把足

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并

加大课时比重。据河南省

教育厅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未来 3 至 5 年时间，河南

将建 1500 至 2000 所足球特

色学校。足球，承载了国人

太多的情绪。校园足球，其

宏 大 的 规 划 目 标 ，让 人 欣

喜、期待。

校园足球的目标让人醉了

《方案》摘要：校园足球。把校园足球作为
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根基的基础
性工程。

@美景宜人：10 年后建立 5 万所足球特色学
校，足球人口达到 5000 万，想想也是醉了！足球
是世界第一运动，中国是世界足球迷最多的国
家。中国应成为足球大国，国足应早日进入世界
足球强队之列。校园足球这个土壤肥沃了，中国
足球迎来百花齐放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大河网网友“45路”：重视青少年足球基础的
培养，少了急功近利的焦躁，这回中国足球大有希
望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让真正热爱足球的孩
子进入足球界，中国足球腾飞指日可待。

校园足球离不开全社会支持

《方案》摘要：发挥足球育人功能。增强家长、
社会的认同和支持，让更多青少年学生热爱足球、
享受足球，使参与足球运动成为体验、适应社会规
则和道德规范的有效途径。

@simon7：中国足球成绩不佳，很多家长都
不愿意孩子去踢球，认为这是不务正业。要让少
年儿童走上足球场，大人的观念要先更新。家长
要给孩子们充分的空间，让他们在绿茵场尽情奔
跑。社会看待热爱踢球的孩子，也要摘掉有色眼
镜，不要以成败论英雄。

大河网网友“繁花半里”：其实喜欢足球的孩
子很多，但是体育课时被占，足球场不够，只有篮
球、排球可选，确实尴尬。这些年国家的经济水平
飞速提升，但是足球场地的增长却十分有限。在
郑州想踢球经常要跑到三环外，而且费用不菲，一
周踢一场已是极限。建议各地政府多建几座专业
足球场。希望几年以后，校园里、公园内到处都有
免费踢球的地方。孩子们身边有了足球场，对足

球才会更多一份热爱。
大河网网友“壁虎漫步跑”：重本国联赛，重

基础设施，重历史渊源，很好！如果说俱乐部的
成绩可以靠巨大的资金投入来提升，国家队就
不行了。钱很重要，但是建立完善的制度，坚持
不懈地走下去才最重要。形成全民关心足球、
热爱足球的意识，中国足球才能够实现真正的
可持续发展。要想让人口红利转化为足球人口
优势，需要形成健康的社会足球文化，人人支持
足球事业。

校园足球需要科学理性

《方案》摘要：文化学习与足球技能。促进文
化学习与足球技能共同发展。加强足球特长生文
化课教学管理，完善考试招生政策，激励学生长期
积极参加足球学习和训练。

@可乐加冰：校园足球的主要目的不应该是

培养职业球员，而是要实现全民体育，让足球成为
老百姓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我反对应试体制，
反对为了完成任务而建球场、开足球课。校园足
球要靠兴趣和基础设施支撑，给予踢球的孩子一
个宽容理性的环境。

@湛江鱿鱼仔：要有决心，在全国校园开展
足球课堂，从娃娃抓起。要有三十年如一日的耐
心，不要急着三四年就出成绩。坚决消除行政干
扰，让市场来刺激行业的发展。无论是什么方法，
都离不开风清气正、公平公正。营造一个公平比
赛的环境，比组建几支球队、修建几个足球场更有
意义。

大河网网友“acmddg”：校园足球，需要属于
足球的快乐和纯真。能成为球星的孩子只是少
数，足球不会给每个人都带来荣耀与富贵，但可以
教会每位学生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河南
有一亿人，把足球基础打扎实了，相信一定会诞生
属于我们自己的梅西。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 1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说，要像重视餐厅一样重视厕所，要像重视客厅一样去
打理厕所，要像重视景点一样去美化厕所。一语引起千
层浪，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虎刺”：厕所的便利程度是一
个城市文明的重要指标。在中国的很多旅游景区，像样
的公厕太少了，很多时候如厕都是跟着感觉走，不用看指
示标志，闻着味儿就知道在哪了。方便后还不能洗手，要
么是水龙头坏了，要么是拧不出水。闹心得很。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一江蓝蓝”：有些知名的景区，
男厕和女厕的比例问题急需改变。旅游或出行最怕如厕
出现问题，心情只剩 1%，期待厕所改进。每次看见男厕
所稀稀拉拉几个人，女厕所排长队等候，我就想当个男人
真好，至少不用排队上厕所。女性平均如厕时间是男性
的三倍，且女厕只有蹲位。在建设公厕的时候，应该考虑
这些因素。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和润”：国民素质教育很重要，
像日本的小孩子进幼儿园第一件事就是教怎么上厕所。
公共场所的整洁需要大家共同来维护。如果大家都能够
自觉，厕所自然就干净了。公厕是个容易跟风的地方。
脏，大家就会让它脏到底；同样，干净的话，大家都会努力
维持的。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广泽生明月”：为啥老说其他
国家的厕所没有味道，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日常的管理。
提高清洁工的待遇，半个小时清洁一次，厕所的现状马上
就会有改观。有了好的环境，再让大家形成习惯，文明素
质自然就提高了。

大河网官方微信网友“戴着
眼镜的熊”：革命厕所不难，有且
只有收费一条路。现在很多地
方厕所硬件可以，但管理不行。
应该普遍实行收费制，合理确定
成本。据我了解，欧洲普遍如
此，而且收费普遍高，但服务、卫
生上档次。

本周日一起去放风筝吧
儿童散学归来早，四大铭筑放纸鸢。3月 22日(本周

日)下午，大河网将联合正商四大铭筑共同在郑州举办河
南省首届亲子风筝节活动。从画风筝到展风筝，从放风
筝到赛风筝，一场关于风筝的欢乐盛宴，将在孩子们追逐
梦想的脚步中，华丽绽放。届时，由大河网爱心公益频道
邀请的 10名留守儿童也将参与活动，与小朋友们互换风
筝，分享童年欢乐，欢迎家有 5—14岁儿童的家长们积极
报名。报名电话：4006366969转 0。

下周六去青天河踏青吧
3月 28日，大河网将举办“自驾青天河 大河网万人

踏青节”活动。活动包括青天河自驾游玩、挑战吉尼斯最
大“青”字方阵、摄影大赛等内容。参与者只需缴纳 90
元，就可享受含景区门票、往返船票、保险等服务。报名
请 关 注“ 大 河 网 汽 车 频 道 ”的 官 方 微 信 ，也 可 拨 打
400-636-6969大河网热线，了解参与详情。

校园足球如何更
好地推动河南足球事
业发展？3月 18日，记
者采访了河南足球“教
父”、河南建业俱乐部
原主教练王随生。以
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您如何看
待这次足改？

王随生：这次足改
必将对中国的足球事业起到推动作用。在中国,
足球教育不要单纯从口号上喊“从娃娃抓起”，提
高每个人特别是成年人的足球意识至关重要。
只有全社会共同关注足球，才能培养孩子对足球
的兴趣。

主持人：您如何看待河南的校园足球发展？
王随生：从全国来看，河南的校园足球开展

得不错。现在，全省各地都有足球特色校园，为咱
们河南培养了不少足球苗子。三年来，河南建业
也在不少地市设立了建业俱乐部足球选练基地，
对其进行物质帮助和技术指导，加上当地学校和
相关部门的支持，这些网点涌现了不少好苗子，他

们参加各种比赛，为河南足球争了光，添了彩。
主持人：河南建业在河南足球发展中扮演了

什么样的角色？
王随生：河南的足球事业相对落后，要想更

快发展，还需时日。就像中国足球一样,要给队
员成长的时间。过去,足球界的各种腐败、加上
一些教练员的技术指导不规范，如拔苗助长等现
象的存在，阻碍了足球的发展。河南建业作为河
南足球的一面旗帜，担负着发展河南足球事业的
重任。今后，只要我们遵从足球发展规律，规范
各项管理。我们相信，河南建业会不断进步，河
南的足球事业也将迎来发展的春天。

主持人：对于校园足球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王随生：我认为，足球发展不在人口数量多

少，关键在于路子对头。如今，河南很多足球校
园缺乏教练，而很多退役队员也想去这些学校当
教练，但是程序复杂，对接麻烦。希望这次足改，
会让情况好转。另外，足球进校园，其目的不能
单纯理解为培养苗子，毕竟今后从事足球职业的
孩子很少，我们要重在培养孩子的兴趣，让其学
到诸如团队合作意识、刻苦拼搏的精神、公平竞
争的习惯等，通过足球让孩子受益终生。

希望足改解决更多实际问题

临颍被誉为河南的足球县，在全国小有
名气。举全县之力办足球，让临颍显得与众
不同。“经费不足，足球教练不够，青少年足
球后备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这些问题，成
为近年来我县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最大障
碍。希望这次足改后，这些情况得到改观。”
3月 17日，河南省临颍县教体局体育股股长
张宏杰接受采访时说。

连续两年在全国校园足球夏令营活动中
荣获初中组比赛第一名，承办了第七届“中华
木兰杯”青少年女子足球赛，参加“哥德堡杯
世界青少年足球赛”中国赛区比赛，夺得U12
组女子组全国冠军，承办了“谁是球王”足球
赛事……近年来，作为一个“足球名县”，临颍
出了不少风头。

目前，足球在临颍县遍地开花，一半以上
的学校都拥有自己的足球队。“全县足球训练
基地学校达 137所，足球训练队 348支，其中
男队 174支，女队 174支，专兼职足球指导教
师 316 名，参与足球训练队的青少年学生人

数已达 5000 多人。这个数量以后还会增
加。”张宏杰说。

校园足球不要演变成学校负担

“足球进校园不能成为一种形式，更不能
演变成学校的一种负担。”3月 18日，郑州郑
上路小学副校长马骥说。作为河南省足球传
统学校的郑上路小学，多年来把足球作为该
校的“特色”项目，培养出了郜林、古雅莎等国
家队队员。足球教学已经成为对外宣传的一
张亮丽名片。

马骥说，目前学校非常缺乏专业足球教
练；此外，对于一些球队比赛项目，由于经费
缺乏，如遇国外邀请赛时，只能选择放弃。
这种出国比赛交流机会对于提高孩子技能、
开阔孩子视野非常有帮助。希望借助这次
足改，令情况有所改变。

马骥对未来有些担忧。他说，青少年的
主要任务还是学习文化知识，足球进校园应
根据各自学校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否则可
能导致学生和老师产生抵触心理，演变成一
种负担。

校园足球重在培育孩子的足球精神

正月，华北最后的庙会
农历正月二十七至二十

九（今 年 的 3 月 17 日 至 19
日），是闻名华北地区的道口
火神庙会。庙会期间，当地各
个会社要操起锣鼓家什，拿出
踩高跷、舞狮子、跑旱船、背
阁、抬阁、扭秧歌、武术表演等
看家本领上街“过招”，引方圆
上百里的百姓围观助兴。据
了解，这也是华北地区正月里
的最后一个庙会。

3月 17日下午，郑州市农科路小学的操场上，淅沥的小雨没有影响学生们正常练球。 王涛 摄

（大河网眼遇客户端网友“随意行”供图）

◀今年 2 月，在全国
“谁是球王”足球争霸赛总
决赛中，郑上路小学足球
队勇夺娃娃组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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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献给男人的治病良方

免 费 申 领

领书电话：400-857-1188

为普及科学防治知识，健康书籍《男性健康之道》面向郑州市
无条件免费发放。该书揭示了男性疾病根源，器官的病变、衰老真
相。该书还详细列举了各种常见前列腺疾病及防治新方法，目前
已有数十万患者朋友，通过阅读此书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本次赠阅活动纯属关爱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如发现工作人员在
赠书过程中收取任何费用，请拨打400-857-1188举报，查实有奖。接
受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从十年前的 SARS，到如今的各种流感爆发，病毒一路
在“奔跑”，已经不知道更新换代多少次了，而跟流感病毒一
路“奔跑”的，还有我们国民常用药——白云山板蓝根。
2015 年 2 月 2 日，白云山在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宣
布：钟南山院士领衔的研究团队已经证实白云山板蓝根可
多靶点、多途径抗病毒！给白云山板蓝根抗病毒论再添科
学依据。更令人称奇的是，钟南山院士团队目前已经从板
蓝根中分离得到的一种新的抗病毒成分，专利获国家授权，
并且成功实现了人工合成，有望开发成抗病毒一类新药！

时光荏苒，数十年过去了，但白云山板蓝根的价值传递
却从未间断。从 SARS到 H7N9，品牌的故事在变，不变的是
价值认可；从 80后到 90后，消费的时代在变，不变的是口碑
赞赏。白云山板蓝根颗粒全国市场占有率第一，可为人体
细胞提供一层可靠的“保护膜”，是您全家的保护伞！这种
温暖，任凭沧桑变幻，也将飞越关山千万重，穿透层层心瓣，
世代相传。

2015，满怀正能量，携手向前！一样的品牌梦想，不变的
公益理念，白云山板蓝根将伴您生活得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幸
福。抗病毒，防治流感，请认准大品牌——白云山板蓝根！

白云山板蓝根再获科技新突破
携手 2015快乐奔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