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体育现场会当天，与会人员观摩
了开发区第十小学“一校一品”体育教学、
体能发展敏感期的体能练习和学校体育
班级联赛，开发区实验中学科学实施大课
间“体能天天练”，开发区高级中学“体能+
技能”课外体育活动3个现场，这些现场都
体现了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展示了我市
学校体育切实可行的经验做法，有效提升
了学生的健康水平，请跟随YMG记者一
起到各学校看一看，感受一下他们“体能
天天练”的活力大课间。

开发区第十小学
把篮球训练纳入体育教学

开发区第十小学秉持“健康第一、全
面发展”的教育理念，选取了篮球训练做
为切入点，把校园篮球训练纳入体育常规
教学工作计划，深度挖掘篮球运动在育人
方面的价值和功能，积极创建“小篮球，大
梦想，强体魄，健心智”的体育特色品牌。

目前，学校有室内篮球馆一个,室外

篮球场地两块；低年级学生篮球小跨栏80
付、小标志桶440个、敏捷圈340个、跳跃
长绳梯 20条；中高年级篮球投准桶 70
个。每个班级均配有流动球车1个。篮球
1600个，学生人手一球参与训练，训练热
情高涨。

学校专职体育教师8名，其中3名篮
球专项教师，作为学校的特色运动项目，
优秀的师资是活动开展的保障。学校根
据学生年级特点开发设计了校园篮球课
程体系。由低到高，由易到难，循序渐
进。低年级以篮球游戏为主，发展孩子的
篮球兴趣，培养孩子的灵敏性、协调性、平
衡性、柔韧性等多种运动能力。中高年级
通过专项学习运球、绕跨球、双手胸前传
球、击地传球、定点投篮、三步上篮等篮球
技术技能。学校还设计创编了活力篮球
操一套。篮球操除了球性练习的内容外，
还渗透了体能力量、柔韧性、协调性、灵敏
性等各项练习，在音乐伴奏下学生们集体
活动，达到了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效果。

在“全员参与”篮球运动的基础上，每
年常规开展“班级篮球竞技联赛”活动。

班级男、女篮球对抗赛、运球绕杆赛、定点
传球赛、运球定点投篮赛。课堂传授篮球
技术，课间进行篮球活动，课后组建篮球
社团，学期组织篮球赛事，这种多维一体
的小篮球“一校一品”模式，文明了学生的
精神，磨炼了学生的意志，野蛮了学生的
体魄，形成了良好的校园篮球生态，创建
出了浓厚的篮球校园文化和科学体育运
动的氛围。

开发区实验中学
大课间活动让学生体艺兼修

在实验中学，大课间，可看到学生在
操场上有序的进行各项体育训练，就连体
育看台都被充分利用，学生双手持装满沙
矿泉水瓶，在台阶上进行蹦跳运动，还有
的班级进行跑操，分组跳绳，整个操场上，
随处可见学生充满活力的运动身影。

“大课间体育活动要通过以发展学生
体能为主的‘天天练’，达到提高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的目标”，学校结合学生体能发
展敏感期，将大课间项目进行了升级。初
一级部体能项目为：跑操、跳大绳、敏捷
梯、跳栏架四个项目分班轮换练习；初二
年级体能项目为调间歇性跳绳训练项目，
并结合节奏欢快的动感音乐，更能有效提
升学生的心肺耐力、下肢力量及身体协调
能力；初三年级项目主要是依据学校现有
的场地资源而设置的，内容为跳台阶、敏
捷梯、跳栏架、跳垫子及综合素质练习等
多个项目分班轮换练习；初四年级则针对
中考体育项目男女生进行分班、分组、分
项目体能训练。

为缓解学生下午上课疲劳，放松身
心，该校体育老师结合现代广播操和古代
导引养生术“八段锦”与“经络操”之精华
创编了一套适合在教室这样的有限空间
内活动的室内微运动，安排在下午第二节
课后，时间为五分钟，短小精悍，强度适
宜，既不影响学生下课休息，也不会因强
度过大影响下一节上课，受到了学生们的
好评；同时，将足球纳入体育教育教学内
容，实施“3+2”足球教学模式，每周3节体
育课中，每节课都有一段时间教授足球基
本技战术，每周在没有体育课的当天下午

的体育活动课中，组织2次足球练习和比
赛；建有班级、年级、学校足球队，定期组
织训练；每年定期举办一次“校长杯”校园
足球联赛。

开发区高级中学
让体育促学生全面发展

高中学生，课程紧任务重，体育锻炼
时间少，针对这种情况，开发区高级中学
充分利用学生大课间时间，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体育活动，“学习任务重，更要加强体
育锻炼”，本着这样的理念，学校每天组
织学生进行一小时体育锻炼，寄宿制学生
坚持跑早操，即使在7月7日--10日高考
的四天，学生仍坚持每天早晨跑操。

学校有标准11人制足球场2个、标准
400米田径场两个、室内体育馆一个且配
有专门进行力量、速度、灵敏、柔韧等专项
训练的学生体能综合训练中心，其他各类
训练场地30余个。学校按照国家课程计
划规定，开足开齐开好每一节体育与健康
课，高一重点进行体能训练和年级内选项
教学以培养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和兴
趣爱好，高二在高一学年的基础上进行选
课走班制度，进一步强化每个学生的运动
特长，高三注重运动专长的培养，为终身
体育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每天安排上午30分钟大课间活动和
下午50分钟体育活动课。根据学生兴趣
爱好，让学生选择自己所喜爱的项目，开
设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田
径、健美操、武术、阳光体育等项目进行活
动，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培养体育特
长。每年，学校都举行“亲近自然 励志青
春”远足活动来磨炼学生的意志品质。

学校每年举行田径运动会、阳光体育
运动会、单项体育对抗赛和吉尼斯对抗
赛。阳光体育运动会要求学生全员参与，
设置了多种不同类别的项目；单项体育对
抗赛有足球、篮球、田径、拔河、新兴集体
项目、娱乐项目等比赛；吉尼斯比赛根据
学生爱好和兴趣出发,设立种类多样比赛
项目。

YMG 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
通讯员 赵林楷 摄影报道

党员、少先队员共同走进社区

开发区第一小学重阳节敬老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于宏杰 肖龙辉）10
月25日，烟台开发区第一小学全
体党员教师和少先队员代表走进
金盛社区，开展了一场“传承中华
美德，弘扬敬老文化”重阳节敬老
爱老活动。

去往活动现场的路上，党员
教师一边引导孩子们将路上看到
的垃圾进行分类，扔进不同的垃
圾桶里，一边教育学生“关注身边
的小事，多行举手之劳，积小善成
大善”。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以

实际行动践行“两学一做”敬老爱
老，为老人们包饺子，与老人们亲
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
健康状况，队员们还为爷爷奶奶
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活
动现场欢声笑语，呈现出一派其
乐融融的景象。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此次活动增强了
党员教师的社区意识、参与意识
和公共服务意识，也将尊老敬老
的传统美德文化深深根植在了队
员们的心中。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高校名单公布

烟台大学跻身试点高校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亓健生）近日，国家
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公布了2020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试点高校
名单，认定80所高校为2020年度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烟台大
学跻身其中，将于现在至2023年
10月开展试点工作。

根据规划，入列试点的高校
将基于自身基础和发展战略，以
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提升为基础，
在知识产权“质量、效益、保护”任
一方面形成专项特色或综合优
势。国家将支持试点示范高校战
略性高价值专利组合纳入国家知
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库，开展专业服务和综合运营。
优先将试点示范高校的前沿科技
产业化项目纳入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基金和重点产业知识产权运营
基金备投项目库。

多年来，烟台大学高度重视
知识产权专业和学科建设，目前
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培训（山东）基
地、山东省知识产权研究院、山东
省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基地和山
东省版权教学科研示范基地等高

水平教学科研平台。烟台大学人
才培养层次齐全、水平较高，可提
供知识产权本科、第二学位，知识
产权法学硕士和知识产权方向法
律硕士教育，其中知识产权本科
专业为山东省A类拨款定额专业
和省名校工程重点建设专业、高
水平应用型立项建设专业辐射专
业。近三年中国科教网《中国大
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国大
学知识产权本科专业全国排名第
三至五位。

据了解，烟台大学在知识产
权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也取
得了优异成绩，构建了科技处、服
务地方办公室、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三部门统筹联动的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培育出了一批高价值专
利，发明专利“用甲乙酮系列混合
溶剂分离丁烷与丁烯的方法”获
第20届中国专利奖金奖，发明专
利“阻燃、耐黄变、低雾化牛皮汽
车坐垫革制造工艺”荣获第21届
中国专利奖优秀奖。并且，学校
先后获批山东省知识产权优势培
育单位和山东省科技成果转化综
合试点单位。

师生共同比赛展现运动精神

牟平一小学举行阳光体育节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姜娜 摄影报道）10
月 27 日，牟平区水道中心小学

“阳光体育节”启幕，师生一同参
赛，激励学生积极参加锻炼，促进
身体健康发展。

在体育节上，师生共同参赛
为活动增添了热闹气氛。其中，
学生比赛项目有50米跑、1分钟
跳绳和1分钟仰卧起坐等；老师
比赛项目则偏向娱乐性，为夹球
接力和拔河写字比赛。比赛中，

学生统一着装，斗志昂扬，展现出
了自信、不服输的精神风貌。不
论是体现速度的50米跑，还是协
调与速度并重的跳绳，亦或是体
力比拼下的仰卧起坐，参加项目
的学生们都全力以赴，将运动精
神展现在赛场上。

据学校介绍，此次体育节在
“我运动、我健康、我成长、我快
乐”的健康理念指引下，进一步推
动了校园体育活动的开展，通过
体育运动不断增强学生体质。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近日，市教育局出台《我
市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意见》，要
求以培养学生健康意识、健身兴
趣、健身能力和健身习惯为目
标，改革中小学体育教学，促进
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推动足球、篮球、排球项目

意见要求，以“一校一品”学
校特色体育项目教学为基础，探
索不同学段分层教学、同一学段
多样选择的体育教学模式；大力
推动足球、篮球、排球等优势集
体项目，积极推进田径、游泳、器
械体操等基础个人项目，广泛开
展乒乓球、羽毛球、武术等普及
性项目，进一步挖掘地方民间体
育资源，充实和丰富体育课程内
容，努力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假期也要布置体育作业

学校要将学生每天一小时
校园体育活动落到实处，实行大
课间“体能天天练”制度,开展阳
光体育活动评比；没有体育课的
当天,学校应在下午课后组织学
生进行一小时体育锻炼；寄宿制
学校要坚持早操制度；寒暑假、
节假日要布置体育与健康家庭
作业；学校要构建学生自主选择
的体育活动课程“超市”，让每个
学生都能拥有自己喜欢的体育
课程或体育活动项目。

实施体育特长生输送体系

支持学校通过创建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与各级体校联办运
动队、组建校园体育项目联盟等形式提
升学校特色体育项目水平；加强校园足
球、校园篮球、校园排球、校园冰雪项目

等专项特色学校、传统项目学校
建设；建立小学、初中、高中相互
衔接、相互支撑的高水平体育竞
技人才培养、输送体系，为有体
育特长的学生提供成才路径；鼓
励、支持优秀教练员进校带运动
队、指导体育社团活动。

建立校园体育竞赛机制

实施市县校三级学校体育
竞赛体系；每三年举办一届烟
台市中学生运动会，每年举办

“中国体育彩票杯”田径、游泳、
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
球等项目的烟台市中小学生体
育联赛和“市长杯”校园足球联
赛、“百校杯”各项目联赛；各区
市每年要举办阳光体育运动
会、特色体育项目联盟比赛、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赛以及与市级比赛相对应的学
校体育竞赛；每年要举办一次
综合性阳光体育运动会（或阳
光体育节）、一次《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达标运动会、一次
以上全校特色体育项目比赛。

体质不达标不发放毕业证

发挥考试的导向作用，除
体育免修学生外，未达体质健
康合格标准的不得发放毕业证
书；学校不得削减或者挤占体
育课、大课间体育活动、课外体
育活动时间；体育教师短缺的
区市在新任教师招聘中优先招
聘体育教师；采用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聘用优秀教练员、运动员和有
体育特长的志愿人员担任兼职

体育教师、带运动队训练；按标准配齐
中小学体育场馆设施，按规定为体育教
师配备必要的教学装备。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南通路小学进行礼仪教育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姜晓霞 摄影
报道）昨日，芝罘区南通路小学
举办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的教育活动，引导一年级刚入
队的小学生从小学先锋、长大
做先锋，努力成长为有担当的
时代新人。

活动中，刚入队的同学们在

许丽老师的带领下参观队室，了
解少先队的队名、队徽、队歌，练
习入队誓词和呼号，让他们了解
少先队的发展历史，认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旗、共产党党旗、共
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

同学们纷纷表示，今后要在
学习和生活中团结同学、好好学
习，为红领巾增光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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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天天练”活力大课间来啦！

我市召开学校体育工作现场会

第一批体育专项特色高中授牌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京兰
通讯员 赵林楷）日前，2020年全市学校体
育工作现场会召开，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
开发区第十小学“一校一品”体育教学、体
能发展敏感期的体能练习和学校体育班
级联赛；开发区实验中学科学实施大课间

“体能天天练”；开发区高级中学“体能+技
能”课外体育活动三个现场。当天，还举
行了烟台市首批体育专项特色高中学校
授牌仪式。

体育现场会以“新时代 新目标 新征
程 推进新时期烟台学校体育勇攀新高
峰”为主题，对今后一个时期构建实施“校
内外一体化课程、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输
送、教体结合学校体育竞赛、市县校‘体
能+技能’三级学校体育评价、科学合理保
障”五位一体的烟台学校体育教育体系作
出工作部署，对加强学生体质提升、近视
防控、校园足球、中考体育改革等重点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在今后三年，全市中
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率
要达到95%、优良率达到52%。

据悉，从去年开始，我市获批了10所
省级体育专项特色高中学校，学校可以全
市范围招收体育特长学生；今年，我市又
审批了14所市级体育专项特色学校，现场
会上对烟台市首批体育专项特色高中学
校举行了授牌仪式。

附：我市首批体育专项特色高中学校——
1. 篮球专项特色学校：烟台二中、烟

台三中、牟平一中、龙口一中、莱州一中
2.排球专项特色学校：烟台三中
3. 足球专项特色学校：烟台二中、莱

山一中、龙口一中、招远一中、开发区高中
4. 田径专项特色学校：烟台三中、莱

阳九中、龙口一中、莱州一中、开发区高中
5.武术专项特色学校：烟台格迈纳尔

中学、莱州六中
6. 健美操专项特色学校：福山一中、

莱州一中
7. 乒乓球专项特色学校：烟台二中、

莱阳一中、招远二中
8.游泳专项特色学校：烟台二中

图为烟台开发区第十小学的大课间篮球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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