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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体育培训
市场何去何从？

体育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目
前国内有很多高校、体育专业的院
校，都有丰富的学科选择。比如实践
类的，有运动训练专业，这个学科培
养的是教练、体育老师；也有与医学
相关的专业，包括运动科学、体育康
复；还有文科类的，比如体育新闻、
体育管理。事实上有体育特长和爱
好，文化课学习也不会差的孩子，未
来选择这些专业方向都是很好的。
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要对“体育”
这门学科有新的认知，中国地质大
学就有与矿产、地质考察相关的登
山专业，中央财经大学管理学里也
有体育经纪的方向。

清华大学，还有很多优质的学

府事实上都有自主招生的空间。清
华大学目前在自主招生政策上有专
门针对体育成绩的政策，如果学生
能够得到清华大学自主招生复试的
机会，经过筛选，考察学生的体质和
体育成绩，达到优秀的学生，可以得
到5分的加分。一些高等学府，包括
清华大学，会利用自主招生的权利，
给予学生们导向，大学考察学生的
环节中，还是非常重视体育的。可能
最终得到这种降分优惠的学生少之
又少，而且他能进入自主招生复试，
证明他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
是不少高校还是想表达他们的教育
理念，希望能对孩子和家长们，有一
个示范引领的作用。

教育需要尊重孩子的成长和发
展规律，如果低年龄段的孩子缺乏
体育活动的时间，再到中学、大学去
强调体育，就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
们已经错过了运动素质发展的敏感
期。孩子12岁以前应该重视身体的
训练，这是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也
应该是教书育人的规律。现在各个
阶段的升学考试，除了主课、文化课
科目的考察，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关注
孩子的综合素质评价，其中就有专
门指向学生身心健康、包括考察学
生健康生活方式的考核。因此，从低
年龄阶段就进行系统的体育教育将
是大势所趋。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综合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

近日，教育部
接连印发了《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做好2018年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
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做
好2018年普通高校招
生工作的通知》。

依照相关规定，
一方面，全面取消体育特
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
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
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
高考加分项目；另一方
面，“继续清理和规范中
考加分项目，尚未全面取
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
的地方，要从2018年初
中起始年级开始执行”；
与此同时，对普通中小学
招生入学工作要求“逐步
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直
至2020年前取消各类
特长生招生”。

教育部政策一
出，引发外界热烈讨论，
很多人关心成都青少年
体育培训市场是否将受
到影响。成都商报记者近
日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在《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中小
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教育部
明确，“要逐步压缩特长生招生规模，
直至 2020 年前取消各类特长生招
生；继续清理和规范中考加分项目，
尚未全面取消体育、艺术等加分项目
的地方，要从 2018 年初中起始年级
开始执行。”根据这项通知，包括体
育、艺术在内的各类特长生都要在
2020年之前取消，体育特长生确实将
成为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水平体
育人才的升学渠道被堵死。

其实，2014年的高考改革方案就
取消了体育特长生加分，但高水平运
动员招收办法，让真正的体育特长生
进入了普通高等院校。近期，教育部
公布了2018年具备举办高水平运动
队的高校名单和运动项目，这类高校
已达279所，包含28个项目。可以说，
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新的体育特长
生升学渠道。正因如此，教育部此番
要求取消特长生招生加分，并不是要
取消特长生，而是要让真正的特长生
脱颖而出，同时让招生环境更加公
平、合理。

事实上，这条政策并非意味着要
一刀切去所有的特长生和加分项。国
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教育处处长隆胜
军在接受懒熊体育采访时就表示，此
次政策出台，主要打击的是小学不按
片区入学的择校热，高考体育政策在
近几年是没有大的改变，特长生的入
学通道还是存在的。这条意见并非专
门压缩体育特长生，从2014年开始，
鼓励学校大力发展体育教育，提高学
校考试分数的举措也同时出现。

而早于体育教育政策出台的，是
国家在顶层设计上对全民健身概念
的多次强调。在此过程中，让体育参
与升学考试，被视作增强学生体质、
增加锻炼机会的解决办法。隆胜军表
示，“体育分数不再单单是5%学生的
升学保证，体育被纳入到全民教育体
系中，是好事儿。”

小飞侠美语篮球俱乐部是成都
一家全外教篮球培训兼少儿体能素
质发展的教育机构。对于取消体育
特长生的政策，小飞侠俱乐部的负
责人表示，并未感觉到培训市场受
到冲击。“虽然取消了体育特长生，
但是按目前的趋势，国家对体育教
育是越来越重视的，中小学生的体
育课比例将来还会增加，体育成绩
也会更加被看重，体育培训不仅不
会受到冲击，还会更加火爆。”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孩子们的
父母有一个微信群，经常会进行交
流，其中绝大多数家长送小孩练习

篮球，并非冲着高考加分，而是想让
孩子能够锻炼身体，在篮球运动中
学会团队合作，感受快乐童年。这些
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体育教育，
很多孩子都不止练习一项体育项
目，因此他们对于这个政策的出台
并没有感觉有何不妥。

成都著名的足球教练代朝洪从
事青少年足球培训多年，在他看来，
体育特长生取消后，会让部分家长
对孩子踢球的前途有所担心，但实
际上，只要孩子球踢得好，还是有很
多出路的。“我现在手下踢球的孩
子，很多都在成都比较好的高中读

书，他们球踢得不错，但并不耽误学
习。而家长方面，不少人都是边走边
看，如果孩子有希望成为职业球员
就全力培养他们踢球，如果发现在
踢球方面很难再往前走，他们就会
让孩子回到学校安心读书。”

在代朝洪看来，能够踢上职业
的球员毕竟是少数，而就算踢不上
职业，足球同样能够帮助孩子们在
学校选择上更有优势，“就算取消了
体育特长生，但很多高校还是喜欢
招这些踢球好的孩子，学校之间会
有各种体育比赛，这些孩子一样能
够为学校争得荣誉。”

杨女士的女儿目前在成都一所
知名小学读五年级，学习体育舞蹈
已经有 4 年了，参加过多项青少年
体育舞蹈比赛。最近杨女士也关注
到了取消体育特长生的新闻，但她
并没有太过在意，“当时送孩子去练
习体育舞蹈主要是她身体弱，想找
一项适合女孩子的锻炼方式，在慢
慢练习的过程中，她自己也逐渐爱
上了这个项目。虽然她现在水平不
错，也拿到了一些证书、奖项，但我
从来没想过让她通过这项爱好而在
高考时加分。”

在杨女士看来，家长让孩子参
与体育运动不能带着功利心，孩子
在学习之余，能够参与到体育运动
中来，培养运动的习惯，对于他们是
一笔宝贵的财富，受益终生，这比升
学时候的加分要重要得多。

刘先生的儿子在成都一家网球
俱乐部训练已经两年了，小学四年
级的他是老师眼中的“熊孩子”，喜
欢调皮捣蛋，很难安静下来。“这孩
子精力旺盛，所以我让他来打网球，
把多余的精力发泄在网球场上，现
在他上课已经乖多了”，刘先生说。

在刘先生看来，和孩子一起参
与体育运动是一堂很好的教育课。

“教练可比老师严格多了，通过学习
网球，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现自己，
什么时候该收敛心性。”刘先生表
示，如果孩子喜欢，以后可以考虑让
他继续发展，甚至尝试打职业，即便
不能打职业，他也相信网球将会让
孩子终身受益，“国外很多学校都非
常重视孩子的体育特长，我相信拥
有一项体育特长，虽然不能高考时
候加分，但对于孩子的未来肯定会
有很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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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高水平
运动员招生

3 月 31 日早上 8 时 30 分，随着
一声枪响，2018南京浦口国际女子
半程马拉松赛暨全国女子半程马拉
松锦标赛甜蜜开赛，3000余名女性
在一片欢乐的氛围中跑向终点。

作为 2018 年“甜蜜跑”系列赛
的第一站，本场比赛创国内赛事先
河，取消了开赛仪式，仅保留鸣枪一
项流程，这一举措颇受跑者好评。最
终，来自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 3 名
选手获得女子半程马拉松项目的冠
亚季军，锦标赛冠军则被来自中国
的刘晶娅摘得，成绩为1：28：22。

“甜蜜版图”继续扩大

继 2017 年与中国台北女子马
拉松结为姐妹赛事之后，今年，甜蜜
跑继续扩张“甜蜜版图”。在 3 月 30

日落幕的国际女子马拉松高端分享
会上，甜蜜跑系列赛与美国Divas系
列赛、旧金山及圣地亚哥 Mermaid
系列赛以及泰国女子马拉松结为姐
妹赛事。第二天，与会代表前往比赛
现场观摩赛事，来自海内外的业界
同行纷纷表示了对甜蜜跑的盛赞。
通过观摩赛事，他们感受到了中国
马拉松行业的发展之迅速，赛事质
量之优质，也表达了对与甜蜜跑合
作交流的期待。

而今年赛事现场最大的亮点在
于，取消了开赛仪式，仅保留鸣枪一
项流程。主会场起点区域，没有了大
型喷绘的主席台，取而代之的是小
巧简约的发令台。8时30分，鸣枪嘉
宾们准时登台鸣枪，3000多名跑者
一起冲出起点门，化作一片粉红色
的海洋，向着终点奔去。

“对跑者来说，取消开赛仪式是
非常贴心的一项举措，让我们在进
入赛道之后依然能够继续热身，时
间一到准时开跑，整个参赛流程更
加流畅了。”一名参赛选手直言，简
化起跑前的仪式流程，对于跑者来
说是一种更好的参赛体验。

型男陪跑团陪伴完赛

当天7时30分，200余名型男陪
跑团一齐在甜蜜小镇亮相。此次型
男陪跑团属甜蜜跑首创，旨在通过
男性跑者的贴心服务，为参赛女选
手提供最完善的赛事体验。赛后，甜
蜜小镇内的型男陪跑团评选板成为
最具人气之地，完赛的女跑者们纷
纷在这里为在赛道上给予自己帮助
的陪跑团员投上宝贵的一票。

2018南京浦口女子半程马拉松完美落幕

创先河取消开赛仪式
3000女跑者热辣起跑

本场赛事的颁奖流程，除了冠
亚季军以外，还增设了前50名选手
的颁奖仪式。舞台背后的颁奖等候
区，原本属于3个人的区域，被前50
名选手填满，她们在生活中拥有不
同的人生角色，而在甜蜜跑，都是被
宠溺的女跑者。甜蜜跑通过开放领
奖台面向广大跑者，为大众选手提
供了更大的展示平台，让她们感受

荣耀时刻，收获别样的参赛体验。
2018年是甜蜜跑品牌落地3周

年，现场57名连续3年报名参赛的
选手佩戴特殊号码布完成比赛，成
为跑者群中最特别、最值得纪念的
群体。除了跑者之外，上午9 时，在
甜蜜小镇舞台，还举行了感恩仪式，
来自南京浦口区委宣传部和浦口区
旅游局、治安大队、卫计局、城管等

多个部门代表登台领奖。
今年年初，南京浦口女子半程

马拉松与双流女子半程马拉松一
道，获颁“中国田径协会银牌赛事”
称号。甜蜜跑品牌落地3年，以高品
质的赛事组织、颇具新意的创新举
措，收获了跑者与行业的认可，成长
为国内女子马拉松的标杆赛事。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2018南京浦口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松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