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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

月
!"

日电

（记者罗艾桦）今天是广州亚运
会倒计时两周年，晚上

#

时
$

广
州亚组委隆重举行倒计时牌揭
幕仪式和烟花表演

$

宣告广州
正式进入亚运时间。

仪式上，由亚奥理事会和
广州亚组委共同主办的“亚洲
之路”大型宣传推广活动也同
时启动。一支由赞助商、传媒、
专业人士和志愿者组成的队
伍，将从本月起至

"%%&

年
!!

月，沿着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
之路”，造访出席亚运会的

'(

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推介广州
亚运会。

据广州亚组委常务副秘书
长、广州市副市长许瑞生介
绍

$

亚运城建设项目进展顺
利，其中，运动员村、技术官员
村、媒体村三大建筑组团已经
进入地下工程施工阶段

$

沙滩
排球场、主媒体中心等已进入
施工准备阶段

$

所有工程将确
保

"%!%

年
)

月底按时竣工并
投入使用。

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新书

《17个奥运瞬间》在京发布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马剑、张晓
东）人民网今天为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的新书
《
!*

个奥运瞬间》举行了隆重的发布仪式。该书收
录了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拉希德·阿里莫夫在北
京奥运会期间每天专门为人民网俄文网站撰写
的博客文章。来自

!%

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上海
合作组织秘书长以及外交部、商务部、文化部、国
家体育总局的官员代表等

!%%

多位各界人士出
席了发布仪式。

阿里莫夫在致辞中指出
$

北京奥运会给予
世界的不仅仅是新的世界纪录，她让世界相信
梦想一定能够成为现实。北京奥运会让人们对
建立一个在差异中充满尊重与和谐精神的世界
充满希望。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新
的中国，而中国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丰
富多彩和精神文化的博大精深。

人民日报社秘书长张德修、人民网总裁何
加正也分别致辞。

阿里莫夫是目前为止为中国网络媒体撰文
开博客的首位外国驻华大使。大使的博客一经
推出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每天更新的内容均
居当日新闻排行榜前三位。

三部委联合发文提倡学生冬季长跑，一度引起广泛质疑。对此，活动负责人作出回应———

学生长跑当“穿越”误解
本报记者 张 蓓

&

月
""

日
$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
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决定举办以
“阳光体育与祖国同行”为主题的冬季长
跑活动。

活动时间为今年
!%

月
")

日至明年
'

月
+%

日，小学五、六年级以上的各级
学生为活动参加对象。学生每天的长跑
距离参考基数为：小学生

!%%%

米，初中
生

!(%%

米，高中生、高校学生
"%%%

米。
长跑总里程以

)%

公里为基数，小学生的
参考标准是

!"%

公里，初中生为
!#%

公
里，高中生、高校学生则为

"'%

公里。
尽管这是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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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后的第二届
“全国亿万学生冬季长跑”活动，但这项
活动一经推出便引起了家长、学生、学校
乃至新闻媒体的普遍质疑。

记者搜集了社会各界质疑最多的五
个问题，并就此采访了该项活动负责人之
一、团中央所属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
进中心主任刁铁民。

冬季长跑与国庆有何

关系？

质疑：本届活动的主题“阳光体育与

祖国同行”有作秀之嫌。以
)%

公里为基

数，与新中国成立
)%

周年结合，这是个

明显的政绩工程。

回应：长跑活动很枯燥，很难坚持。
为了提高兴趣，每年的活动都要选择一
个主题，选择的依据是当年的热点话题，
以提升学生的关注度。去年主题是“与奥
运同行”，今年则选择了“与祖国同行”。
主题不是活动的最终目的，只是吸引学
生参加长跑的手段。

这不是献礼工程，只是希望借此话
题，让我们的学生关注自身的健康。我们
提倡“锻炼自己，以提升自己的健康水平
为祖国献礼”。如果这是政绩工程，那么，
我们就是在追求这样的政绩，以提升所
有学生健康为目标的政绩。

规定的长跑强度是否

合理？

质疑：“小学生每天跑
!%%%

米，高中

生则要达到
"%%%

米”，这样的长跑强度

太大了，多数学生身体素质欠佳，难以完

成。而且，这种“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过于

武断，有作秀之嫌。

回应：这是对文件的误解。文件中提
出的标准，是一个参考基数。全国性的活
动，如果没有参考基数，基层就不知道如何
执行。而且，“小学生每天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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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是我
们请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专家组成员
等专家反复论证，并通过实地调研确定的。
初中、高中再根据体育教师的经验稍作增
加，符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体状况。

在文件中，我们明确了参与范围是
“小学五、六年级以上”的学生，并不提倡
中低年级小学生参加长跑。而且，长跑不
限时、不限次跑完，学生可以在体育教师
的指导下灵活处理，快跑不行就慢跑，或
者快走，一次跑不完就分几次，逐步增加
跑步里程，早操、课间操、体育课、课外体
育活动时间均可以进行。

学校是否具备开展长

跑的条件？

质疑：全国很多学校，尤其是农村中

小学，根本就没有标准的操场跑道。出于

安全考虑，通知也明确要求，不允许在有

机动车辆行驶的公路上进行长跑。那么，

场地问题怎么解决？

回应：的确有部分学校存在场地
困难。这些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组
织学生分批、分时进行长跑。其次，场地
不仅是指标准的跑道，校园、空地都可
以跑步。从去年的经验来看，绝大部分
学校还是有条件或能创造条件组织学
生长跑的。

跑步都没有条件，那么这个学校可
以开展什么体育锻炼？显然这样的学校
体育工作很难做好，也无法完成长跑活
动。如果基本体育条件都没有，问题出在
学校对体育的重视不够，而不是冬季长
跑活动本身。

我们在重庆等山区城市考察发
现，他们的场地比平原地区更局促，但
学校都能找到安全的地方跑步。即便
个别学校确实不具备场地条件组织长
跑，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开展其他体育项
目。这不会影响整体，因为活动普及率

是按行政区域统计的，不可能整个县都
没有操场，不能跑步。

长跑的时间如何保证？

质疑：学校以强制方式开展长跑活动，

是否会侵占孩子的休息和学习时间？

回应：正是我们将学生正常的体育
锻炼时间都挪作学习用，才有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下降的现实。如果体育成为我
们每个学生生活的组成部分，成为学生
的自觉行动，我们就不用这么大张旗鼓
地开展冬季长跑活动了。

冬季长跑的时间很灵活，可以分时
段进行，比如体育课上就可以抽出

"%

分
钟时间跑步，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
也可以部分用于跑步。

长跑可以成为其他锻炼形式的热身
活动，实际上花不了多少时间。

学生冬季长跑能否坚

持下来并保证安全？

质疑：有学生认为长跑这种锻炼形式

比较枯燥，很难坚持下来。不少家长对长

跑是否会对学生造成伤害产生担忧，比如

孩子摔伤或着凉感冒的几率增大等。

回应：我们承认，长跑活动是比较枯
燥，很难坚持。组织集体长跑，以班级为
单位统计里程，便于同学们形成客观的
评价和监督，使长跑不流于形式。

在首届阳光体育冬季长跑中，许多
刚开始不情愿参加冬季长跑的学生，就
是在班集体的带动下，由被动长跑变成
了主动长跑。一些坚持下来的初三学生，
在中考中体育均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至于长跑的安全问题，首先，长跑活
动是体育锻炼中最安全的项目之一。其
次，我们也要求学校在组织体育活动中
一定要有安全措施，并做好预防。

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太爱孩子了，每
天那么多的家长开车接送孩子上学放
学，车堵得再厉害也不让孩子多走一步。
所以这次活动的另一个用意，也是提醒
孩子尤其是城市孩子，该运动运动了。

上图：河南省登封市少林中学的同

学们迎着晨光跑步锻炼。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编者按：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
&

月底联合推出的冬季长

跑活动，日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三部委共同出台的一份文件，提出了冬季长

跑活动的具体标准。如小学生每天跑
!%%%

米，高中生半年内跑完
"'%

公里。

这样的规定是否可行？会不会变成强制性要求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不少家长表

示担忧。部分学校指出学生长跑缺少场地，也有媒体质疑这不过是作秀而已。

学生冬季长跑活动到底该如何看待、怎样开展？本报记者针对这些问题专

访了活动组织者，并邀请知名专家和

部分学校、家长、学生参与讨论。即日

起，本版推出系列报道，同读者一起关

注这项活动。

学生长跑如何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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