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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印发《意见》强化学校体育工作

切实保证
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据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就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和强化学校体
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强调，要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衔接、培
养兴趣与提高技能相促进、群体活动与运动竞赛相协调、
全面推进与分类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全面提升体育教育质量，健全学生人格品质。 到2020年，
体育教学质量明显提高，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基本养成，运
动技能和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升，规则意识、合作精神和
意志品质显著增强，基本形成体系健全、制度完善、充满
活力、注重实效的中国特色学校体育发展格局。

《意见》提出，一是要深化教学改革，强化体育课和课
外锻炼。以培养学生兴趣、养成锻炼习惯、掌握运动技能、
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线，建立大中小学体育课程衔接体系。
严禁削减、挤占体育课时间，切实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校
园体育活动。 二是要注重教体结合， 完善训练和竞赛体
系。学校要积极开展课余体育训练，为有体育特长的学生
提供成才路径。三是要增强基础能力，提升学校体育保障
水平。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着力培养一大批体育骨干
教师和体育名师等领军人才。 大力推进体育设施建设和
综合利用，多渠道增加学校体育投入。四是要加强评价监
测，促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 完善考试评价办法，构建课
内外相结合、各学段相衔接的学校体育考核评价体系。加
强体育教学质量监测， 建立中小学体育课程实施情况监
测制度。五是要强化学校体育的组织实施。进一步加强青
少年体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把学校体育工作列入
政府政绩考核指标、 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负责人业绩考
核评价指标。 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
和学校，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蔡矜宜 ）今晚，中国男篮在南宁
打响了备战奥运会的首场热身
赛，中国队以57比49逆转澳大利
亚职业联队，赢得中澳国际男篮
对抗赛的首胜。

今年的中澳国际男篮对抗
赛，中国男篮将与澳大利亚职业
联队进行3场比赛。 除首场在广
西南宁之外，后两场分别为5月8
日在广州、5月10日在北京。 本场
比赛， 上半场一度落后9分的中
国男篮在第三节找回状态，全队
打出单节23比7的得分高潮，最
终成功逆转。

目前，中国男篮人员并不齐
整，周鹏、刘晓宇、睢冉、丁彦雨
航、翟晓川、李根等14名队员已

经到位。 还有易建联、周琦、郭艾
伦、赵继伟、王哲林和贺天举6名
主力队员因出国训练未归队。 谈
到男篮奥运12人名单何时能定，
主教练宫鲁鸣表示：“规定在6月
中旬上报， 但是那个也不是绝
对的， 如果有问题， 后面还可
以换。”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男
篮是中国队在奥运会的同组对
手，因此本次对抗赛全队上下非
常重视。 目前中国男篮已知的奥
运小组对手有美国、委内瑞拉和
澳大利亚。 这支澳大利亚职业联
队全部由来自澳大利亚顶级男
子篮球职业联赛NBL的现役球
员组成，近半数队员入选了备战
奥运的26人集训大名单。

百公里毅行
首次走出长株潭
21日走进岳阳，名额仅2000个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王亮）湖南百公里走过
十年，要走出长株潭了。记者今日从华声在线了解到，5
月21日至22日，2016年首届岳阳百公里·张谷英孝友行
大型公益徒步活动将在岳阳举行，名额仅2000个。

2016年是湖南百公里的第十个年头， 本次走进岳
阳， 并设置了“张谷英孝友行” 的活动主题， 深化和
丰富了湖南百公里内涵。 这也是湖南百公里首次在长
株潭以外的城市举行百公里徒步活动。

本次活动起点在岳阳县张谷英村， 终点是岳阳市
圣安寺。 因交通问题， 本次岳阳百公里距离设置比湖
南百公里的传统距离要短， 为75公里。

据介绍，本次活动报名将从5月5日开始持续到5月
15日，参加名额仅2000个。徒步期间，还将进行“大型
VR成人礼”、“毅行+公益，成功就是献爱心”等活动。

本次活动由中共岳阳县委、 岳阳县人民政府联合
华声在线共同创办， 岳阳县文化旅游广电新闻出版
局、 张谷英管理处、 芒果v基金等联合承办。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6052 2 2 8 7 4 4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16443104.54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20 8 7 7
排列 5 16120 8 7 8 3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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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首场热身胜澳大利亚职业联队

宫鲁鸣：
奥运名单6月确定

� � � � 5月6日，在2016年中澳男篮对抗赛中，中国队球员周鹏（左）在比赛中带球进攻。 新华社发

文/图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田超

5月6日， 国内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铁路———
长沙磁浮快线载客试运营， 标志着中国

磁浮技术实现了从研发到应用的全覆
盖， 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该项技术
的国家之一。

磁浮铁路试运营后， 坐磁浮去赶飞
机的乘客， 在长沙火车南站就可以直接

办理值机手续和行李托运， 站台与每节
车厢的电子显示屏除了到站动态与电视
直播， 还接入了机场实时航班信息， 乘
客能随时掌握航班起飞时间、 是否晚点
等情况。

� � � � 5月6日， 载客试运营的磁浮列车行驶在线路上。

磁浮试运营首日掠影

� � � � 5月6日上午， 长沙磁浮列车上， 一些乘客透过车窗看沿线的
风景。

� � � � 5月6日， 梁迪 （左一） 与工友们在磁浮车库对即将投入试运营的磁浮车辆走行部
位进行无电检查。 今年26岁的梁迪是湖北襄阳人， 目前是长沙磁浮车辆运管部一名车
辆检修工。

� � � �使用长沙公交一卡通可以乘坐磁浮列车。

� � � � 5月6日中午， 长沙市黄花机场， 一辆磁浮列车即将驶入磁浮
机场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