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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暑期，长沙市明德中学和麓山国

际实验学校的

20

多名同学无疑是幸运的。

8

月

3

日，他们将代表湖南的中学生前往青

岛参加首届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节”。这

个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联合主办的大型青少年体育活动，是对全

国“阳光体育”开展情况的一次检阅。

“后奥运”时期中小学体育教育走向

何方，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学业繁

重、压力巨大的学校教育体系中，“阳光体

育”的开展是一个“美丽的口号”，还是真

正让学生沐浴到了“体育的阳光”？

形式丰富，成效初显

开展“阳光体育”，我省这几年以中考

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了学校和体育教师

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重智轻体

的发展趋势。以长沙为例，从

2008

年开始，

将中考体育总分由原来的

30

分增加至

50

分，对培养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起到了一

定的杠杆作用。

颜俊是长沙明德中学的体育老师，在

他看来，“阳光体育”的开展取得了一定成

效。“为了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学校

采取了分时段安排的方式， 每天以晨练、

课间操以及下午的活动课形式相结合，目

的是给学生留出更多的锻炼时间。” 颜俊

说，“由于保证了锻炼时间，这几年明德中

学体育中考的优秀率保持在长沙市前

列。”

“阳光体育”影响最大的一项措施，是

冬季长跑。进入冬季，各中小学的校园内，

学生们排着队、穿着校服，喊着口号，一圈

又一圈地跑步成为一道校园“风景”。

冬季体育长跑开展

4

年以来， 质疑声

有，有人说它流于形式。长沙市教育局学

生体育协会秘书长周立德认为，质疑声可

以理解，确实有些学校“应付式”开展，但

从效果来看，参与了锻炼的学生，体质得

到了一定改善。“以前中考体育项目中，男

生

1000

米和女生

800

米被称作是 ‘最难科

目’，不及格人数也是最高的。但这两年的

中考体育成绩显示，这个曾经的‘最难科

目’现在已变成夺高分的项目，特别是今

年，中考长跑满分比例达到了

29.5%

，优秀

率也高达

34%

。”

开展“阳光体育”，一些学校和县市因

地制宜，形成了自我“特色”。在益阳桃江

县， 大课间活动已经形成了一套广播体

操、一套武术健身操、一套各班级自创活

动的“三个一”模式，这个“桃江模式”将武

术、音乐、体操融为一体，形式新颖、趣味

性强，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的肯

定。

问题仍多，任重道远

“继续深入开展‘阳光体育’，仍有很

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观念问题。”

周立德说。

目前，升学率仍然是学校考虑的第一

要义， 这从客观上导致学校体育被忽视。

尤其到了初三、高三，一些学校几乎停止

了体育活动，这让“阳光体育”的开展大打

折扣。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

会学博士周波认为， 把体育和升学挂钩，

确实是增强学生体质的有效手段，但这也

恰恰是“围着分数转”现象的例证，是一种

“无奈的”手段。

“认识上的偏差仍然存在，很多优秀

学生可以做到全面发展，比如今年湖南省

文科档分第一名何一帆就非常热爱体育

锻炼。”周立德觉得，升学率至上的观念应

该改变。

体育场地的严重缺失，也制约了“阳

光体育”的开展。 “教育部要求中小学活

动场地达到人均

1

平方米， 而长沙市却不

到

0.6

平方米， 我省其他地区更低。 比如

长郡中学老校区， 受场地限制， 一个课

间操都要分

5

批做。” 谈到这里， 周立德

一脸无奈。

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阳光体育”在

我省的开展也呈现参差不齐的局面。每年

举办的全省中学足球联赛， 大概只有

5

支

左右球队参加，长沙市就占了

4

支。无论在

学校体育基础设施、 体育师资力量等方

面， 我省其他市州与长沙市有较大差距。

即使在长沙市，省示范中学与普通中学之

间在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上也存在不

小差距。

“要真正让‘阳光体育’渗透到每个学

生心中，不能仅停留在‘玩一玩、动一动’，

要规范相应的教学内容， 配齐师资力量，

提供有力的经济保障，教育行政部门完善

督导评价体系， 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

程。”周立德说。

阳光体育渴望“阳光”

———我省青少年体育教育现状调查之二

本报记者 谭云东 实习生 王亮

暑假， 是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参加各

项体育活动的黄金时间， 但记者走访长

沙市的几所学校， 发现即使在天气凉爽

的早晨和傍晚， 也很少有学生走进校园

打球、 锻炼。

暑假里， 孩子们到哪里去了？

现在， 校园里的 “小胖墩” 和 “豆

芽菜” 越来越多， 孩子们的体质越来越

孱弱。 他们没有趁着暑假活动一下筋骨，

锻炼一下身体， 而是疲于应付各种补习

培训班， 有的干脆 “宅” 在家里。 青少

年缺乏健身意识， 只能说是中国体育教

育的较大失策。

4

年前， 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共

青团中央联合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

育运动， 力图吸引广大青少年走向操场、

走进大自然、 走到阳光下， 积极参加体

育锻炼。 但是，

4

年的时间敌不过应试的

指挥棒， 一些学校依然将体育视为“说起

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教育

内容。 体育课程可以随意被挤占，学校体

育经费投入可以找到各种借口缩减。 条

件差的农村中小学， 情况更加严重。

运动是孩子的天性， 更是他们不可

剥夺的权利。 让孩子们沐浴体育的阳光，

更加健康地成长， 是人全面发展的客观

要求。 正如桥梁安全事故拷问建设者的

良心， 青少年体质也在考验教育的 “良

心”。 我们应该从小教给孩子终身健身的

理念， 让运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

是为了应付升学、 考试等外来压力。 让

他们通过阳光体育， 真正爱上锻炼， 从

而自觉地增强体质。

希望阳光体育， 不再是一个 “美丽

的口号”。 希望孩子们毕业时， 能够骄傲

地说， 学校教给他们的除了知识和品德，

还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自觉锻炼的习惯。

让孩子沐浴体育的阳光

苏原平

姚明荣膺3项大奖

据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２５

日电 姚明

２５

日在中国国家体育总

局篮球馆接受了 “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中国奥林匹克金

质奖章” 和 “中国篮球杰出贡献奖” 这

3

项大奖， 成为中国

篮球史上获得国家最高、 最多荣誉的人。

此外， 中国篮协副主席胡加时代表因故未能前来的中

国男篮助理教练李楠、 队长王治郅和刘炜， 为姚明送上了

印有

１３

号号码的 “中国男篮终身荣誉队员” 的比赛背心。

场外任意球

乌拉圭捧走美洲杯

本报

7

月

25

日讯 （实习生 王亮 记者 谭云东） 北京时

间今天凌晨， 第

43

届美洲杯落下帷幕， 乌拉圭队凭借攻守

兼备的整体足球， 在决赛中

3

比

0

完胜巴拉圭队， 以一场酣

畅淋漓的大胜夺取了最终的桂冠。 本次顺利捧杯， 也让乌

拉圭队超越阿根廷队， 以

15

次夺冠的成绩， 成为美洲杯历

史上夺冠最多的球队。

决赛中， 乌拉圭队延续了此前攻守兼备的优异表现，

苏亚雷斯率先破门， 弗兰梅开二度， 将最终的比分锁定为

3

比

0

。 在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中， 秘鲁队

4

比

1

大胜委内瑞

拉队获得季军。 秘鲁队的格雷罗成为本届美洲杯的最佳射

手， 最佳球员由乌拉圭队的苏亚雷斯夺得。

15次夺冠超越阿根廷

据新华社北京

７

月

２５

日电 （记者 汪涌） 尽管 “中国一

姐” 李娜近来光芒耀眼， 但本赛季表现同样十分出色的彭

帅强势攀升的速度也令人惊讶。 在

ＷＴＡ

公布的最新一期世

界排名中， 彭帅此前创造的第

１７

的个人最佳排名再度被改

写， 达到第

１６

。 法网 “新后” 李娜则继续稳居世界第

６

。

２５

岁的彭帅是继李娜和郑洁之后， 第三位世界排名闯

入前

２０

名的中国选手。

２００９

年， 中国选手李娜和郑洁双双

跻身前

２０

。 去年

３

月， 郑洁的世界排名达到第

１９

位， 同当时

排在第

１１

位的李娜再度一道出现在前

２０

行列。

彭帅世界排名再创新高

李娜稳居世界第6

据新华社上海

７

月

２５

日电 （记者 李学梅 李嘉） 在

２５

日晚间进行的游泳世锦赛女子

２００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 中

国选手叶诗文后来居上获得冠军。 这也是东道主在游泳项

目上的第一枚金牌。

决赛的争夺异常激烈， 叶诗文在落后的情况下奋起直

追， 最终以

２

分

０８

秒

９０

的成绩率先撞线。 澳大利亚选手库茨

获得银牌， 成绩是

２

分

０９

秒

００

。 美国名将库克斯以

２

分

０９

秒

１２

的成绩斩落铜牌。

２００８

年北京奥运会冠军、 澳大利亚名

将赖斯在当晚的决赛中发挥平平， 仅获得第四名。

上海游泳世锦赛游泳角逐

叶诗文为中国队夺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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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观

观观

察

察察

作为

2011

年长沙市首届 “全民健身节” 的重要内容，

6

月

11

日启动的 “全能

小子” 中小学生体育嘉年华吸引了许多学生参与。 本报记者 谭云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