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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10分钟学生走不出教室？
这所学校把学生们“拉上”操场！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山东男篮主帅巩晓彬为酒后驾车道歉

最近一段时间，“安静的课间 10 分
钟”成为热议的话题。课间 10分钟本该
是孩子们走出教室、放松身心的时间，可
是不少学校因为各种原因把课间活动变
成了“课间圈养”，提倡“文明休息”，学生
们连教室门都出不去。

不过，也有学校在进行有益的尝
试。比如，北京陈经纶中学崇实分校（紫
南家园）自本学期以来试行“20 分钟课
间”，把学生们“拉上”了操场。

4月 21日上午 10点 12分左右，记者
在崇实分校看到，同学们正陆续走上操
场，手里拿着羽毛球、跳绳、毽子、沙包、
呼啦圈等。原本只有一个班在上体育课
的操场热闹起来，两三分钟内已经满满
当当。几百名小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在
各自事先划定的空间里活动起来。因为

“人多地少”，教学楼边的狭长地带也被
利用起来，有的班级在这里跳大绳。

在同学们中间，记者也看到了老师
的身影。他们有的在旁组织，有的跟孩
子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跳大绳。

大约在 10点 27分，同学们陆续以班
级为单位返回教室。到了 10点半，操场
上又恢复了先前的模样，只剩下上体育
课的孩子们。

北京陈经纶中学崇实分校校长高殿
君告诉记者，大课间的目的是让孩子们
动起来。看起来大课间有 20分钟（10点
10分至10点30分），但是刨去同学们上、
下楼和往返操场的时间，真正有效的活
动时间也就是10多分钟。

最早萌生20分钟课间试验念头的是
陈经纶中学集团副校长刘忠毅，他很早
就发现“安静的课间10分钟”不利于学生
身心健康。刘忠毅认为，除了学校和老
师的观念问题之外，学生在课间难以走
上操场跟10分钟时间较短也有关系。

“学生上下楼需要时间，有时候老师
再拖个堂，学生出不了教室有客观原
因。”刘忠毅说。

主管德育工作的刘忠毅从上学期就
开始酝酿这项试验。他没有贸然在集团
的20来个校区全部推开，而是选择了崇实
分校做试点。身材高大的高殿君和刘忠毅
的理念比较接近，喜欢打篮球，重视体育工
作。他在学校里和初中生一起打过篮球，
刚开始学生不太敢防守他，后来看他没有
架子也就冲上来盖高校长的帽了。

刘忠毅和高殿君一拍即合，20 分钟
课间的试验变成了现实。崇实分校是九
年一贯制学校，紫南校区装了小学、初中
约 1000 名学生，但是只有一块 200 米跑
道的操场，小学和初中的大课间得“错
峰”进行。

试验并非一帆风顺，刚开始班主任
们担心大课间影响学习，高殿君大会小
会给老师做工作。有的老师爱拖堂，还
有的学生没有在课间去操场的习惯。高

殿君亲自出马，到了时间挨个教室看，把
老师、学生“赶出”教室、“拉上”操场。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试验刚进行了
一个星期，崇实分校分管这项工作的副
校长严家格给刘忠毅打电话说：“刘校
长，我们遇到困难了！”

原来，20分钟课间实施之后，同学们
的活动热情很高。有老师提意见说，上
午大课间后的第四节课，学生们感觉疲
倦，上课效果不好，认为课间调整有问
题。

刘忠毅安抚严校长说：“不怕有困
难，我们想办法克服。”随后，校方注意适
当控制学生们在课间的活动量，学生们
上课的精神状态有明显变化，老师们对
大课间的接受度也提高了。

接着又从食堂传来了新消息：中午
饭、菜不够吃了。高殿君闻言大悦，他

说：“试验起作用了！孩子们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饭量大了说明孩子们运动量够
了，家长知道了肯定很高兴。”

七年级一班的班主任马老师说，刚
听到学校要搞大课间的时候她很惊讶。

“初中生学习压力重是现实问题，我们还
担心出现人身伤害、跟下节课衔接不好
影响学习效率等。但是，在实施过程中，
我的观念慢慢转变了，因为在活动中看
到了孩子们的笑脸。在玩的过程中，师
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

10点 50分过后，马老师和她的学生
们出现在了操场上。初中生的大课间开
始了，她和孩子们一起扔沙包。

高殿君说，场地是开展学校体育活
动的一大瓶颈。几百名学生一起挤在操
场上活动，只能先做到动起来，而足球、
篮球和排球这些受学生欢迎的项目暂时
不便开展。在教学楼中间有一块类似

“天井”的空地，本来可以用来开展活动，
但是因为担心影响上课的那部分学生只
能放弃。10点50分本来是食堂给餐厅送
餐的时间，但餐车的必经之路也是学生
们前往操场参加课间活动的要道。为了
避免“撞车”，只能提前送餐时间，但这样
又担心送早了饭菜凉了。现在快到夏天
了还好，等到了冬天就得另想办法。大
课间试验最早的设计是上午两次、下午
一次，但在实施过程中因为场地等原因
调整为上、下午各一次。

高殿君说，20 分钟大课间的探索有
难度，但一定会坚持下去，因为这是对学
生身心健康有益的大事。

高殿君说：“学生近视率、肥胖率高
已经是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中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增加户外活
动时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促
进学生的深度交流，疏解学生的学习压
力和心理压力。通过大课间的尝试，我
们希望引导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良好习
惯。” （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发

校园足球大学联赛将于
“五一”假期后全面恢复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余俊杰、胡
浩）记者 4月 25日从教育部获悉，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2020-2021年全
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将于“五
一”假期后启动。

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联
赛大学组共设13项赛事，参赛主体覆盖
享受体育政策招生的学生、普通高校学
生、职业教育学生，设男子、女子组别，预
计参赛队伍280支，参赛学生7000余人。

据了解，今年联赛有两个特点，一
是普及，校园组以未享受体育特殊招生

政策的学生为参赛主体，通过赛事活动
培养学生终身运动的习惯；二是提高，
高水平组以享受体育特殊招生政策的
学生为参赛主体，设立超级、甲级、乙级
联赛。

大学组赛事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四级联赛（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
重要组成部分。据介绍，目前，教育部
正会同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协，按照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
发展的意见》精神，搭建完整的“中国青
少年足球联赛体系”。

让体育从“一门作业”到“一种习惯”
新华社记者 胡 浩 余俊杰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强调保障学
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
并明确体育家庭作业制度，要求大力推
广家庭体育锻炼活动，学校对体育家庭
作业加强指导。

从体育家庭作业，人们能看出政策
制定者对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的良苦用
心，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无
奈。“跑跑跳跳”本不应该是一门强制完
成的作业，而是孩子的天性。繁重的作
业、上不完的课外班，却让他们只能困坐
在书桌前。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身体健康、意志

坚强、人格健全应该成为教育的要义。蔡
元培先生早有箴言：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此次教育部同时出台关于作业和体
质管理的两个文件，在强调保障体育活
动时间的同时，对书面作业总量也严格
控制。

让孩子赢下“未来的大考”，从完成
体育家庭作业开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种子，让他
们掌握运动技能，体会运动乐趣，养成运
动习惯，方能成长为健康快乐的一代，成
长为祖国建设的坚实栋梁。

（新华社北京4月26日电）

徐小花：
本院受理的王云生与被执行人饶庆标、徐小花借款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现向你送达赣瑞源（2021）司房估字第003
号房地产评估报告(初稿)，对你名下位于南昌市西湖区桃花
镇三村6栋2单元402室的房产使用权评估价值为546735
元。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有异
议，请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十五天内向本院书面提出。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人民法院公告

攀岩速度赛 江西选手摘三银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吕海）4月25日，2021
中国攀岩速度系列赛首站比
赛在辽宁义县落下帷幕，江
西选手斩获三枚银牌。

据悉，本站比赛中，江西
选手赵林文不敌湖南选手龙

金宝，获得男子速度赛第二
名；江西选手谢贵珍不敌湖
北选手牛笛，获得女子速度
赛亚军；在男子速度接力赛
决赛中，江西选手林鹏辉、赵
林文、段煜荣、黄敬杰最终收
获银牌。

4月26日，颜丙涛在第二轮比赛结束后向观众致意。
当日，在英国谢菲尔德进行的2021年斯诺克世锦赛第二

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颜丙涛最终以 7∶13 不敌英格兰选手墨
菲，无缘下一轮。 新华社发（翟政摄）

补时绝杀
4月27日，山东泰山队球员费莱尼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当日，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二轮比赛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山东泰山队对广州队。当全场补时仅剩40多秒时，金敬道右

路起球传中，广州队两名中卫失位冒顶，替补登场的费莱尼从容起跳，将球反向顶入球门死角。这记精彩的头槌绝杀帮助山东
泰山队1∶0拿下对手，迎来两连胜。 新华社发

4月 27日，辽宁本钢队球员郭艾伦（左二）在比赛中运球
突破。当日，在CBA总决赛首场比赛中，广东东莞大益队以
88∶83险胜辽宁本钢队。 新华社记者 孟永民摄

新华社济南 4 月 27 日
电（记者王志、张武岳）山东
男篮主教练巩晓彬 27 日下
午在微信朋友圈发文，为自
己酒后驾驶一事道歉，并配
有“拒绝酒驾”的图片。

巩晓彬在朋友圈写道：
“对不起，我的确是违反了交
通法规，在此诚恳向大家道
歉。对因我个人行为给各位
造成的困扰，深感抱歉。”

据了解，巩晓彬 25日晚
在济南市奥体中心附近，因
酒后驾驶被交警查处，当时
他的血液酒精含量为 120毫

克/100毫升。
根据国家《车辆驾驶人

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
与检验》规定，100毫升血液
中酒精含量达到20-80毫克
的驾驶员即为酒后驾车，80
毫克以上认定为醉酒驾车。

巩晓彬对此表态称：“从
今以后，我愿意接受大家的
监督，更愿意去监督身边的
每一个人。希望大家能吸取
我的教训，严格遵守交通法
规。”

山东男篮在本赛季男篮
职业联赛中进入四强。

4月26日，AC米兰队球员恰尔汗奥卢在比赛中。当日，
在2020-2021赛季意甲联赛第33轮比赛中，拉齐奥队主场以
3∶0战胜AC米兰队。 新华社发（奥古斯托·卡萨索利摄）

4月27日，吴健在比赛中。当日，在西安举行的全运会田
径项目测试赛男子铁饼决赛中，江苏选手吴健以56米58的成
绩获得季军。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