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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学校热闹的田径场，孩子们享受运动的快乐。 本报记者 刘 斐摄

校园处处有足球
本报记者 刘 斐

霹雳舞、滑板等4个项目
成为巴黎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12月7日，福建豹发力队球员王哲林（左）在比赛中传球。
当日，在 2020-2021赛季CBA第二阶段第 15轮比赛中，

广东东莞大益队以153∶145战胜福建豹发力队。 新华社发

云南中考体育100分落定

取消视力分数，“三大球”必选其一

12月8日，重庆市九龙坡区杨石路学校的学生在进行国际象棋对弈练习。目前，国际象棋
在重庆30多所学校得到了推广，每学期参加的学生达到5000余人次。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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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往年，2020年贵溪市中小学足
球联赛延迟数月开赛，但孩子们参与足球
运动的热情丝毫不减。11月19日，贵溪市
教育体育局竞体股的工作人员正为贵溪
市中小学足球联赛总决赛忙碌不停，选场
地、定裁判以及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有条不
紊地推进。

让足球真正走进校园、扎根校园，贵
溪的做法就是扎扎实实推进中小学足球
联赛，让更多的孩子关注足球，参与到足
球运动中来。

“利用体育彩票公益金，我们每年在
青少年足球运动中投入 30余万元。这些
钱基本用在举办赛事、市队日常训练和比
赛，教练员酬金补助，以及资助各足球特
色学校；我们已连续六年举办全市中小学
足球联赛，覆盖城区所有中小学校，每年
20余支队伍超过 400名学生参赛；我们还
将足球赛事参赛情况列入每年学校综合
考核进行评分……”贵溪市教育体育局竞
体股工作人员杨琨介绍。

孩子在场上比拼，家长在场下加油助
威，这是贵溪中小学足球联赛现场的常
态。在杨琨看来，发展青少年足球，就要
多举办一些比赛或者活动，让孩子们从中

体验到踢球的乐趣，发自内心地爱上足
球，让家长也参与到孩子比赛后勤保障服
务的过程中，一同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
从而一道助推良好足球氛围的形成，进而
推动当地足球运动的发展。

与此同时，贵溪市从中小学联赛选拔
好苗子、组建了市青少年足球队伍，与贵
溪市足球协会以及贵溪凯迩青少年足球
俱乐部合作，利用专业教练保证市队的日
常训练比赛、培养起相应基数的足球人
口，利用寒暑假举办足球冬夏令营发掘足
球苗子。并且定期举办教练员学习班，提
升教练员的专业水平。

鹰潭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个县级市连续六年举办中小学足球联赛，
在全省范围看并不多见。”驰而不息，久久
为功。正是有了这份坚持，贵溪市青少年
足球整体水平大幅提高，成绩年年攀升：
2018 年江西省“百县杯”足球赛（九江）二
等奖；2019年中国足球协会（西安）U11室
内五人制锦标赛冠军；2019年江西省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靖安）亚军……

足球进校园,不是一“踢”那么简单。
在贵溪,足球在走进校园的同时,还要走进
课堂,让足球真正纳入到课时当中，让学生

感受足球的精神,并在足球学习中实现强
身健体的目的。

19日16时，贵溪市象山学校田径场热
闹非凡，校园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进行。
12岁的农村转校生何子聪说：“这是我第
一次感受到如此浓厚的足球氛围，让我真
正全身心投入到足球比赛中。”

从 2014 年开始，象山学校开始实行
校内足球联赛。联赛以年级为单位，形
成不同层次的联赛。每个班每周均有比
赛，各班组建足球队，班主任为领队，体
育教师为教练。班级组建各种服务团
队。联赛中选拔一批高年级的学生担任
足球联赛裁判，履行场上裁判、记分、数
据统计、场地维护等职能。同
时，学校为保障校内足球联赛的
稳步推进，将班级参与联赛的情
况作为对班级建设考核的重要
组成部分。

“足球校内联赛常态化，进一
步激发学生的足球热情，提高其
足球技术水平。除此之外，从
2012 年开始，学校开始着手将足
球项目作为校本课程。同时，根
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全面

规划并最终形成学校足球教学的校本课
程。”象山学校校长童新国介绍。学校坚
持开足开齐体育课程、开展体育大课间、
阳光体育节、建立各类课外体育社团等常
规体育工作，从而达到以球启智，以球育
人的目的。

2016年，象山学校在全省较早被评为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2017年成
为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资助的“青少年足
球菁英人才培养计划”试点单位。象山学
校学生家长朱俊为此竖起了大拇指：“校
园处处有足球！孩子们在绿茵场上奋力
竞争，领悟团结协作精神，真正享受到足
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与10月份的征求意见稿相比，近日出
台的“云南中考体育100分”正式方案呈现
出新特点。视力分为何从 100 分中“下
架”？要不要报体育补习班？城乡差异怎
么“破”？“三大球”为何必选其一？……针
对社会上最热的七个关切，云南省教育厅
相关人员一一回应。

测视力暂不入中考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正式方案取消了

视力2.5分的设计，在体质健康监测这个部
分中，只保留了体重指数（BMI）和肺活量
体重指数两项。

云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徐忠祥
说，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综合眼科
医生、基层教育体育部门负责人意见，视力
分入中考条件暂不成熟；二是云南省已将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纳入了“健康云
南”行动综合考核，做了专门部署。因此，
视力分暂不计入中考体育100分。

对于保留的体重指数（BMI）和肺活量
体重指数，徐忠祥补充道，“二者是衡量学
生身体匀称性与身体形态、心肺功能与身
体机能的重要指标，总分6分，考核目的是
为了减少‘小胖墩’‘豆芽菜’数量，让孩子
们拥有匀称身材、健康体魄。”

不必给孩子报体育补习班
征求意见稿出台时，很多家长都关心，

是否要给孩子报体育校外培训班？
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张春骅明确表

示，没有必要。“我们的评分参照的是教育

部最新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只要
学生上好体育课、坚持锻炼、积极参加竞
赛，就能考出好成绩。并且方案中已明确
体育运动员等级证书不作为加分依据。”

信息化可解决城乡差异
因地区、城乡、校际办学条件、师资队伍

的差异，会不会导致学生体育成绩的悬殊？
云南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李光洪回应

说：“我们在考试中设置了可选项，供学生
结合实际自主选择，比如，游泳不是必测
项，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开展，没条件的可以

替代。其次，针对乡村学校体育教师紧缺，
且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省里已经在建设
覆盖到‘班’的高速光纤网络，用信息化来
解决差异化。”

“三大球”必选其一是为激发兴趣
徐忠祥表示，振兴足球、篮球、排球“三

大球”是国家体育发展的重要目标，相关文
件也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动“三大球”等集体
项目。同时，“三大球”是义务教育阶段的
基础教学内容，像足球颠球、篮球运球上
篮、排球垫球传球，都是入门技术，简单易

学，能激发孩子兴趣，为他们掌握下一步技
能打基础。

“体育100分”不是要考出区分度
李光洪表示，体育 100 分的目的是为

了督促学生常练、坚持练，掌握 1至 2项终
身受益的运动技能。同时，要让校长重视
体育，把它等同于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
加速学校开足、开齐体育课。“我们鼓励每
一个学生都考出100分。只要孩子认真上
课，坚持锻炼，积极参加竞赛活动，都可以
考出100分。”

竞赛加分是为增加乐趣、
培养协作与规则意识

对竞赛加分的设计初衷，徐忠祥解读
说：“教会、勤练、常赛能解决体育课‘不出汗’

‘无乐趣’的问题，让孩子们参与竞赛，能让
他们享受快乐、锤炼人格、磨炼意志。同时，
办赛也能督促学校和教育体育部门主动作
为，搭建学生体育锻炼成效的展示平台，培
养孩子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规则意识。”

建议家长克服焦虑，陪孩
子多锻炼

让学生坚持锻炼，家长是重要一环。
李光洪建议，家长要克服焦虑情绪，改变唯
分数是举的观念，注重孩子身心健康，鼓励
他们多参加体育锻炼和竞赛，抽时间多陪
伴，引导他们在课余和假期不沉迷游戏，多
锻炼体魄。 （据新华社昆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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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IOC）执委会日前确定了 2024年
巴黎奥运会的参赛项目，近年来丑闻缠身的举重项
目不出意外地被裁掉4个小项，参赛名额也较东京
奥运会缩减了 30%。对于内讧不断的国际举重联
合会来说，举重能够继续留在巴黎奥运会已经是

“不幸中的万幸”。摆脱腐败和兴奋剂丑闻、重塑洁
净形象，是举重运动冲出低谷的唯一出路。

在所有缩减规模的运动项目中，举重项目所受影
响最大。4个小项被淘汰，意味着举重奥运金牌总数
从东京奥运会的14枚缩减到10枚，参赛人数也相应
地从东京奥运会的196人缩减到120人。回想4年前
的里约奥运会，那时举重的参赛人数还多达260人。

国际奥委会在公报中直言不讳，执委会“在密切
关注国际举联的内部争斗以及该运动的兴奋剂历史
后做出了（项目调整的）决定”。IOC还在公报中继
续放“大招”，着重强调还将监督举重运动的发展情
况，以确定该项目在巴黎奥运会的参赛地位。

换言之，这次 IOC执委会会议决定只是让岌岌
可危的举重有了喘息的机会，毕竟不到两个月前，
IOC主席巴赫还亲自发出警告说要缩减举重的参赛
名额，甚至要把举重踢出巴黎奥运会。目前看来，国
际举联在10月由于腐败、帮派斗争引发内讧后开始
改革，在短短一个多月内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虽然付
出了惨痛代价，参赛名额大幅缩减，但至少还暂时保
留了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地位。但是，举重能否
放心地留在奥运会，就要看未来4年能否真正改革
自新、摆脱兴奋剂丑闻，让 IOC真正信服了。

由于使用最新的检测手段对保留的运动员样本
进行重新检测，近几届奥运会都出现举重选手复检
后被查出兴奋剂阳性的案例，其中不乏奥运冠军。
今年年中，国际奥委会公开表示，已经关注一份由加
拿大律师麦克拉伦所做的举重调查报告，并称“报告
内容非常让人担忧”。这份报告指责国际举联涉嫌
腐败、贪污并掩盖兴奋剂违规情况，揭露在前任主席
阿让领导下，国际举联曾经掩盖了40例兴奋剂检测
阳性结果。此外，国际举联的账下有超过1000万美
元资金去向不明。

兴奋剂、贪污、腐败的种种因素混合交织并不断
发酵，导致今年10月国际举联发生了严重的内讧，3
天内竟有3位临时主席相继掌权。目前的过渡主席
伊拉尼算是稳住阵脚，成立了由4位独立专家领衔
的改革与治理委员会，重新起草组织章程，通过此举
表达了对举重留在巴黎奥运会的渴望。

勉强留在巴黎奥运会后，自知理亏的国际举联
立即在官网发表了“低姿态”声明，丝毫不提被压缩
参赛规模后的感受，反而着重感谢了他们的反兴奋
剂合作伙伴、IOC旗下的国际检查机构（ITA）和国
际举联新聘请的4位独立专家，感谢他们在反兴奋
剂以及国际举联内部改革方面做出的贡献。国际举
联还在声明中说：“我们相信国际举联可以达到 IOC
的标准，继续留在巴黎奥运会，甚至我们还可以为新
一代的举重运动员重塑纯洁的形象。”

对于1896年首届奥运会便是正式参赛项目的举重来说，
参赛规模的缩水无疑是一种耻辱，但也是这项运动受腐败和兴
奋剂丑闻影响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值得关注的是，巴黎奥运会
上缩减的4个举重小项尚未确定，IOC把决定权留给了国际举
联，要求他们在2021年第四季度做出决定。举重是中国体育
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夺金大户”，即将被缩减的4个小项是否
为我们的优势项目，将对中国代表团的夺金面产生重大影响。
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新华社巴黎12月7日电
（记者肖亚卓）国际奥委会执
委 会 7 日 召 开 会 议 ，同 意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
雳舞、滑板、攀岩和冲浪四个
大项。此外，部分大项的具
体小项也将有所调整。

精简办赛、性别平等和关
注年轻人的需求，成为巴黎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三大特
点。相比于东京奥运会，2024
年巴黎奥运会将在办赛规模
上进一步缩减。参赛运动员
的 名 额 从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11092人减少到10500。项目
总数上，东京奥运会拥有
339 个小项，巴黎奥运会将
减少10个。

所有大项中，举重项目
所受影响最大。该项目一共

有 4 个小项被移出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的举重项目将产
生男女各 5 枚金牌，参赛运
动员总数为 120 人，相比于
东京奥运会 196 个参赛名
额，总人数缩减了30%。

性别平等也是此次巴黎
奥运会项目调整的一大特
点，东京奥运会女性运动员
的名额占比达到 48.8%，巴
黎奥运会将首次实现男女运
动员各占50%。

拥抱年轻人、关注年轻
人的喜好也是目前国际奥委
会的工作方向之一，这一点
从增设的四个大项就可以看
出。为此，巴黎奥运会将进
一步提倡城市运动的概念，
滑板、攀岩和霹雳舞都属于
这一运动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