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臂少年”用脚高考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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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单项得分 初一 初三 高三高一 大一和大二 大三和大四

男生做引体向上多少才及格

就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毕业时，《标准》测试的成绩达不到

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不过，这种情况很

少见，比如引体向上一项不及格，还有其他项

目拉高平均分。而在新标准，一个比较拉高平

均分的项目也被削弱了。

在强调柔韧性的坐位体前屈项目中，测

试标准普遍提高了。“以前， 学生们基本靠坐

位体前屈来拉高总分的， 今后估计这不再是

一个拉分项目。”郭伦说，但也并非所有指标

都走高，“以小学一年级男生一分钟跳绳的标

准为例，此前优秀的标准是145个，基本上一

个班很难才能遇到一个优秀， 而现在这一标

准下调到了109个，估计半数学生可以达到。”

成都市实验小学体育老师郭伦说， 调低标准

后更能适应目前中小学生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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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包括多项体测变化

新体测标准出炉 你的孩子能毕业吗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综合南都、中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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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印发了《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从新学年起，

大中小学生实行最新标准， 新标准的诸

多变化，可能让学生和家长们喜忧参半。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 每个学生每学

年都要按照新“国标”评定一次，成绩记

入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登记

卡》。《标准》 的学年总分由标准分(100

分)与附加分(20分)之和构成，满分为120

分。根据学生学年总分评定等级：90.0分

及以上为优秀，80.0至89.9分为良好，

60.0至79.9分为及格，59.9分及以下为不

及格。按照规定，每学年，学校会根据学

生体质测试总分评定等级。

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毕业时，《标准》测试的成绩

达不到50分者按结业或肄业处理。

正常

100 13.3~17.3 13.6~18.6 13.8~20.5 14.2~20.8 14.8~21.7 15.3~22.2 16.0~22.6 16.5~22.7 16.9~23.2 17.1~23.3 17.2~23.9

低体重

80 ≤13.2 ≤13.5 ≤13.7 ≤14.1 ≤14.7 ≤15.2 ≤15.9 ≤16.4 ≤16.8 ≤17.0 ≤17.1

超重

80 17.4~19.2 18.7~21.1 20.6~22.9 20.9~23.6 21.8~24.4 22.3~24.8 22.7~25.1 22.8~25.2 23.3~25.4 23.4~25.7 24.0~27.9

肥胖

60

超过“超重”等级

等级 单项得分 一年级 三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学

读书

16

年女生多重才正常（单位：千克

/

米

2

）

正常

100 13.5~18.1 13.9~19.4 14.4~21.4 14.7~21.8 15.5~22.1 15.7~22.5 15.8~22.8 16.5~23.2 16.8~23.7 17.3~23.8 17.9~23.9

低体重

80 ≤13.4 ≤13.8 ≤14.3 ≤14.6 ≤15.4 ≤15.6 ≤15.7 ≤16.4 ≤16.7 ≤17.2 ≤17.8

超重

80 18.2~20.3 19.5~22.1 21.5~24.1 21.9~24.5 22.2~24.9 22.6~25.2 22.9~26.0 23.3~26.3 23.8~26.5 23.9~27.3 24.0~27.9

肥胖

60

超过“超重”等级

等级 单项得分 一年级 三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大学

读书

16

年男生多重才正常（单位：千克

/

米

2

）

除了影响毕业，《标准》规定，学生测

试成绩评定达到良好及以上者，方可参加评

优与评奖；成绩达到优秀者，方可获体育奖

学分。

和考评挂钩自然也引起了家长们的关

注，对于一些偏胖和偏瘦的小朋友，会否因为

这一单项而影响整体成绩和评优呢？

据川大附小体育老师王聪介绍， 根据新

规，体重指数的占比为15%，如果孩子体重不

达标是很可能影响整体评分的，这意味着，如

果体重超标， 即使孩子文化成绩和各方面表

现优秀，也可能在各项校内评优中败出。

但是，对此家长也不必过于焦虑，因为新

版标准首次引入了体重指数(BMI)的评价标

准， 不再单纯衡量体重数据， 体重指数

（BMI）=体重（千克）/身高

2

。体重指数(BMI)

=体重(千克)/身高

2

(米

2

)。如果你的孩子上一年

级， 身高1.3米， 体重27千克， 体重指数=27�

(1.3×1.3)=15.97，对照表格，孩子的指数在正

常范围内就说明孩子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

不会影响评分。

首次引入BMI指数 体重占总分15%�太胖太瘦或影响评优

过了一本线但未获录取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江龙）

攀枝花七

中19岁的无臂考生彭超， 今年在高考场

上用双脚答题， 取得了理科538分的成

绩，加上地区照顾政策，他获得5分加分

资格，这样超一本线3分。高考后，彭超的

志愿填报选择了四川大学等三所川内的

重点高校。但截至昨日，我省的本科第二

批已经开始录取， 彭超仍没有接到录取

通知，意味着已经落榜，他选择再复读一

年，争取来年考更好的大学。

100 1700 3200 4240 4940 5140

85 1400 2750 3750 4450 4650

60

（及格）

700 1500 2300 3000 3200

单项得分 一年级 六年级 初三 高三 大三和大四

男生肺活量评分（单位：毫升）

100 1400 2500 3050 3350 3450

85 1100 2200 2800 3100 3200

60

（及格）

600 1200 1650 1950 2050

单项得分 一年级 六年级 初三 高三 大三和大四

女生肺活量评分（单位：毫升）

在测试项目中， 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首

次要求测试肺活量。 肺活量也成为了覆盖小

学至大学的评分项目。

关于肺活量测试， 央视体育频道足球节

目曾经就此比较中韩学生， 最终结果非常出

人意料： 中韩两国12岁男孩的平均身高为

156.38cm和150.93cm，平均体重为51.32� kg和

43.14kg，中国学生的身高体重都强于韩国。但

肺活量却差距极大， 中韩两国男孩平均肺活

量分别为一年级（7岁）923ml对1450ml；中国

六年级学生（13岁）平均肺活量为1820ml，而

韩国同年龄学生肺活量高达3180ml。

节目中认为， 这一差距至少是中韩足球

水平悬殊的一大原因。

据媒体报道， 近年来由于学校体育课大

量缩水，中小学生肺活量下降了近10%，中长

跑成绩下降了10%，立定跳远成绩下降了1到3

厘米，近视率接近90%。

其中肺活量在一些城市成为了这种大缩

水的最明显后果，2012年上海中小学生的肺

活量体重指数评价结果优良率为43.2%，虽然

单项指标有所上升，但横向比较，仍为各项指

标中最低的。

肺活量入学测 中国一年级学生肺活量约为韩国同龄生六成

男生耐力跑（

1000

米）

等级 单项得分 大一和大二 大三和大四

优秀

100 3′17′′ 3′15′′

女生耐力跑（

800

米）

及格

60 4′32′′ 4′30′′

等级 单项得分 大一和大二 大三和大四

及格

60 4′34′′ 4′32′′

优秀

100 3′18′′ 3′16′′

这一变化实际上5月就已经公布。

究其原因， 同样是学生体质下降所

造成。 暨南大学体育老师荣浩当时曾告

诉记者，他教了大学十多年，“刚开始参

加工作时，测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都

会有一些满分学生， 而现在基本上很难

找到。”

另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

责人本月介绍， 学生测试成绩将列入学

生档案,作为对学生评优、评先的重要依

据。毕业时,学生测试成绩达不到50分者

按结业处理 （因病或残疾学生凭医院证

明向学校提出申请并经审核通过后可准

予毕业）。

据悉，结业介于毕业和肄业之间，一般

发放结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大学生必测长跑

体育达不到50分

大学生只能结业

做多少引体向上才及格

去年平均成绩四五个 及格要6个

去年11月， 教育部在成都对中小学生进

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跑步、

跳远等项目，学生都能轻松完成，唯独引体难

“向上”。测试当天，成都商报记者目睹了成

都市某中学初三学生抽测情况。

在男生做引体向上时，有的男生双腿在空

中乱蹬，手上青筋都蹦了出来，可鼻子却一直

坚持和单杠保持平行， 怎么都不肯向上移动

半分。最后统计，这一轮9名学生中，一人完成

了14个引体向上，两人各完成7个，一人完成3

个，4人各完成1个，还有一人抱了个“鸭蛋”。

当时成都市平均成绩为4～5个。

“和三年前相比， 这个成绩已经有所提高

了。”成都市体育局竞技处调研员周丽光称，三年

前，市教育局和体育局曾在中学生中进行过引体

向上项目抽测，“10名学生中9人成绩为零”。

今秋高新区

4所学校将招收首批学生

成都商报讯（记者 肖刚）

实施78条新

建道路工程和17个道路维修改造工程，49

个教育助学项目， 实施30个促进就业创

业项目……7月22日，成都高新区2014年

第二批为民办实事民生工程202个项目

出炉。记者获悉，成都高新区2014年计划

投入超过100亿元，用于实施264个民生工

程项目。 今年计划实施的民生工程中，

“交通先行”项目共25个，涉及红星路南

延线道排工程、元华路道排工程、府城大

道下穿天府大道隧道工程、 站华路下穿

锦悦西路隧道工程等。教育方面，今年秋

季成都高新区又有4所学校将迎来它们

的第一批学生，其中，包括中法合作的蒙

彼利埃小学、中和片区的新华学校、大源

片区的临江小学和位于高新西区的电子

科技大学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今年4～5月， 省统计局采用面访方

式，对成都、自贡、攀枝花、德阳等9地的

进城务工人员进行了抽样调查。 昨日，

《2014年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现状调查

报告》由四川省统计局发布，该报告显

示，在四川有48.5%的进城务工人员与配

偶、子女一起在务工城市生活，其中随迁

子女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占46.2%。

在受访的进城务工人员中： 男性占

59.7%，女性占40.3%；年龄在18～29岁的

占31.5%，30～39岁的占23.3%；学历为初

中及以下的占63.7%， 大专/本科的占

10.9%，硕士及以上的只有0.1%。

分地区看： 成都市进城务工人员平

均年龄为33.5岁， 其他调查城市为38.6

岁， 成都市进城务工人员年龄结构更加

年轻化；在学历方面，成都市进城务工人

员的整体学历水平高于其他城市， 学历

为高中/中专/职高的比例 （32.0%），较

其他城市（23.7%）高8.3个百分点，大专

/本科及以上的比例（17.3%），较其他城

市（9.3%）高8个百分点。

在问及受访进城务工人员“目前与

家人生活的状况”时，表示“与配偶、子

女一起生活在务工城市” 的比例最高，

占48.5%；其次是“未婚，单身一人生活

在务工城市”，占21.2%；第三是“夫妻生

活在本市，子女老人在农村老家留守”，

占14.0%；另外，表示“子女已独自成家

立业”的占9.6%，“配偶及子女在农村老

家留守”的占6.7%。

目前没有在务工城市购房的受访进

城务工人员中，表示未来三年“有”在城

镇购房打算的占23.7%。进一步问及未来

三年有购房打算的进城务工人员“是否

有申请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需求” 时，

表示“有”的占34.9%。申请条件门槛过

高和对相关政策不了解是进城务工人员

申请购买政府保障性住房遇到的两大主

要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拉分项目削弱

坐位体前屈标准提高

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现状调查

进城务工人员

近半为举家迁徙

1

2

3

4

5

核心

提示

网友：学生课业负担已经

偏重， 再向他们提出体测要

求，是否变相增加学生负担？

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

峰：“这是一个错误观念， 哪一

天，中国的家长、校长、孩子都

觉得别的科目能否达到优秀不

重要， 只有体育必须达到优秀

才行， 那时素质教育就真正落

到了实处。”无论体育课还是课

外锻炼，都要得到基本保障。

制图 邬艺

耐力跑

肺活量

学生体质下降

体测标准趋严

（于

5

月教育部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