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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好转，健身场所正逐步敞开大门。
为了满足群众参与体育健身、增强体质的

需求，减小体育健身服务企业面临的运营压
力，各地体育健身场所陆续开放。4月21日，北
京市体育局印发通知，指导全市体育健身场所
实施科学精准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

在北京之前，已经有多地结合实际，有序
“重开”体育健身场所。其中，上海、天津、
浙江、广西等地在上月或更早时就公布了公共
健身场所恢复开放的相关指导方针。而武汉，
当地体育部门也表示，将按照“分区分级、分
类分时”原则，开放室外、室内各类公共体育
场所。

从各地恢复体育健身场所开放的进程来
看，坚持从低风险场所开始逐步进行开放成
为普遍准则——先开放室外健身场所，后开放
室内健身场所；先开放无接触无对抗的体育
运动项目，后有序开放有接触有对抗的体育
运动项目。

走出家门、进行锻炼是久违的喜事，但在
疫情仍存的情况下，做好防护措施，科学、安
全地运动健身，严格要求少不了。

网上预约申请、出示健康码、入场登记、
测量体温、锻炼中保持安全距离……在各地已
开放的体育健身场所中，如上场景已属常见。
山东省体育中心在 3 月对外开放之初便明文规
定，体育场内场塑胶跑道同一时间段内不超过
200人，达到限定人数时停止入场；足球和篮球
场地同样限制人数。市民如想去锻炼，首先需
要在网上实名预约场地，或在未达到限定人数
的前提下实名登记后进行现场报名，随后通过

健康码等方式核验身份和健康状况，进行登记
并检测体温，体温正常且佩戴口罩方可进入。

与之类似，厦门等地规定，体育场所的每个
器材仅限单人操作，不得多人共用同一器材，健
身人员或候场人员各自保持 1.5 米以上安全距
离。上海市体育局则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了九项
管理制度，包括进出人员管理、保持良好通风环
境以及加强消毒管理等措施。天津市在其发布的

《工作指南》中要求各室内场馆采取分区域、分时
间、分阶段、分项目服务，督促锻炼者做好个人防
护，并尽量保持安全防护距离，避免身体接触对

抗类体育活动。另外，锻炼者入场前，必须首先检
测体温，然后进行“津门战疫”扫码或“健康码”检
验，禁止发热人员和处于隔离期人员入场。北京
市要求有关部门加强对恢复开放的体育健身场
所进行抽查督查，督促落实疫情防控责任，确保
体育健身场所开放后的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对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体育健身场所，要及时
督促整改；对整改效果不好的要果断关停，并从
严处罚。

疫情尚未结束，在积极向好的形势下，做
好科学防控、科学运动，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青少年体质亮红灯

久违了，体育课！随着疫情好转，各地
中小学生陆续回到校园，熟悉的体育课也回
来了。

经历了一个冬天的宅家生活，身体发福
以及由此带来的体能下降，让不少老师挠
头。“班级里的‘小胖子’和‘小眼镜’本来
就不少，现在的情况又给体育老师出了新的难
题。”有老师表示，虽然疫情期间有体育网课，
但受制于活动场地和教学内容，学生的锻炼效
果与平时有较大差距。开学后的体能测试发
现，大多数学生的运动能力出现了下滑。

针对疫情宅家造成的体质下降问题，各
地采取多种方式，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帮
助学生增强体质。在浙江，一些学校的体育
课不减反增，从一周两节增加到一周五节；
山西吕梁提出要求，“坚持每天一节体育
课”；针对防疫需求，各地的体育课上少了一
些近距离的对抗性活动，增加了技巧性、趣
味性的运动……

青少年体质健康带来的问题，因突如其
来的疫情再度凸显。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的
体质状况引发社会担忧，也让体育教育站到
了聚光灯下。

中国青少年身体素质的问题中，近视率
是一个显著指标。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调
查结果，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为 53.6%，“小眼镜”人数超过 1 亿。在小学
和初中阶段，近视率随着年级的升高快速增
长，高三年级学生近视度数高于 600 度的达
到21.9%。

缺乏户外活动，是导致近视的重要原因
之一。专家表示，近视是由眼轴变长导致，
青少年如果能够在阳光下多运动，眼睛会分
泌多巴胺等活性物质，从而抵抗眼轴变长，
抑制近视发展。

“小胖墩”“豆芽菜”……近年来各省区
市的体质监测显示，中国青少年的体质状况
不容乐观。怎么办？体育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
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近日举行的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明确
提出了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要求。无数实践证明，体育，是让孩子远
离近视、远离肥胖的首选途径。与此同时，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也是让青少年
形成健全人格的不二选择。

体育“补课”刻不容缓

因为疫情影响，体育补课需要提上日
程。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整个社会的体育
补课更是刻不容缓。

近年来，体育课变成“万能课”、为文化
课让路的现象少了，体育课的时间得到了保
证。但看似热闹的体育课，实际的内容却大
打折扣。有人形容，很多学校体育课属于

“三无七不”——无强度、无难度、无对抗，
不出汗、不脏衣、不喘气、不摔跤、不擦
皮、不扭伤、不长跑。

要想让青少年从体育锻炼中实现“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的
目标，体育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等属性不能被
扼杀。本该是“野蛮体魄”的体育变成“温
柔”的体育，其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

体育课“注水”，背后的原因并不难寻。
一方面，很多家长虽然鼓励孩子锻炼，但前
提是“三不”——不要累到、不要伤到、不
要影响学习，体育锻炼要随时为文化课学习
让路。另一方面，在考试的指挥棒下，学校
不得不选择“重智育、轻体育”。由体育课带
来的“安全责任”，也令不少学校和体育老师
束手束脚。

专家表示，重文化学习而轻体育，仍然
是我国学校教育的常态。很多年轻家长虽然
已经扭转了观念，但在大环境下，常常陷入
矛盾和无奈中。让孩子坚持体育锻炼，仍然
是一件道理人人懂，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
难的事情。

在体育与学习的二元对立下，正值风口
的体育培训业也面临着后继乏力的困境。有
从业者表示，虽然青少年体育培训发展迅
速，但低龄化趋势明显，随着孩子年龄的增
长和学业的加重，坚持下来的人数呈数量级
减少。

“体育100分”只是起点

解决“有心无力”的困境，需要态度坚
决的制度保证。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顶层
设计还是基层实践来看，体育在学校的地位
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去年年底，云南省宣布从2020年开始将
中考体育成绩上调至 100 分，与语文、数
学、英语三大主科“看齐”，“体育 100 分”
一度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在体育技能考试
中，云南搭建了三大球、三小球、田径、游
泳、武术、拳击、健美操等多个项目平台，
供学生选择。

作为全国体教融合试点省份，云南省还
明确提出，在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都到位的
情况下，出现学校体育意外伤害事故，学校
不得认定为教学事故，不得追究体育老师和
相关组织者责任；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得追
究学校和校长责任。这为校长和体育老师在
校园体育安全责任认定上松绑解套。

“要把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学生体质
健康状况和运动技能等级纳入学业水平考
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教育部体
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曾表示，“如
果没有这一条，前面所有努力都可能付诸东

流。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学校开齐开足
体育课，组织学生课余训练和比赛，但学生
参与多少、参与得怎么样，对他自己没有任
何影响，参与体育锻炼的内生动力就会严重
不足。”

事实上，除了云南之外，天津、重庆等
地近年来也增加了中考体育所占分值。然
而，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体育中考在多地遭

遇了被取消的命运。此前，浙江、福建和上
海已宣布，因疫情取消中考体育测试，广东
等省份也对部分考试项目进行了调整。

尽管“出师未捷”，但不少专家和老师
认为，经此一“疫”，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
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尤其是随着体教融合
的深化，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更加深入
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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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阳春，全国各地陆续进入迟来的开学季。宅家多时，虽然
有网课帮助，但体育课受疫情冲击不小。重返校园，不少学生都出
现了体重增加、运动能力下降等问题。

汹涌的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野蛮体魄、
强身健体，从青少年时期就要开始。然而，近年来中国青少年的身
体素质指标令人担忧。

少年强则国强。随着体教融合的深化，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
锻炼协调发展已成社会共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真正实
现，离不开体育的全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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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征集冬奥奖牌和火炬设计方案

据新华社电 北京冬奥组委日前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北京2022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奖牌和火炬外观设计方案，应征方案的要求均突出了科
技感和可持续概念。

冬奥奖牌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重要元素之一，是传播北京
冬奥会理念、展示中国文化与科技融合的重要载体。冬奥奖牌的设计
应符合奥林匹克运动和残奥运动的核心价值与目标，充分体现北京冬
奥会的理念与愿景；应实现外观设计美观，具有艺术水准；注重材质
要求，体现科技水平与可持续概念；应考虑生产工艺可满足量产需
求。北京冬奥会奖牌及其扩展设计与冬残奥会奖牌及其扩展设计采用
同一设计方案，使用各自会徽标识。

冬奥火炬同样是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重要元素。冬奥火炬外
观设计要求造型新颖、美观大方，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点；在手
持、固定展示、火焰燃烧、图片拍摄、电视转播等状态下均具有良好
的视觉效果；能够激发火炬手和观众的神圣感，较好展现火炬接力活
动的活力与激情。

与此同时，冬奥火炬也要体现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理念，使用可回
收的环保材料；鼓励使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富有科技感，实
现艺术设计与科技创新的有机融合；从2米高处自由坠落，其结构能保
持完整；便于工业化生产，批量生产每支成本不高于2500元 （不含燃
烧器和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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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运动爱
好者在重庆市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
踢足球。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中国队将出战国际象棋线上国家杯

据新华社电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消息，国际棋联与网络对弈平台
Chess.com日前宣布将于5月5日至10日联合举办“国家杯”国际象棋
线上团体赛，共有6支队伍参加此次赛事，中国队将由丁立人、侯逸凡
等名将领衔出战。

据介绍，本次赛事为团体赛，采用快棋赛制，总奖金为 18 万美
元。6支队伍将于5日至9日决出得分最高的两支队伍进入10日的决赛
决出最终胜者。

本次参赛的队伍为中国队、欧洲联队、俄罗斯队、美国队、印度
队以及代表世界其他地区的1支世界联队。国际棋联在公告中用“世纪
之战”形容本次赛事，公告同时称，本次比赛“更加全球化、完全网
络化、体现性别平等”，每支队伍都将至少有1名女子棋手。

2018年加冕男队、女队奥赛“双冠王”的中国队此次由国家队总
教练叶江川担任领队。入围本年度候选人赛的丁立人与王皓将继续为
国出征，4届世界棋后、作为“罗德学者”进入牛津深造的侯逸凡此次
也披挂上阵，阵中还有韦奕、余泱漪与居文君3位杰出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