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日，第七届农民运动会在河南南阳

开幕，“体操王子”李宁受邀出席开幕式，

并为自己投资修建的公益性体育主题公

园揭幕。李宁一直在寻求体育社会化的模

式，他特别谈了对学校体育的看法，“我们

的学校体育可以用‘失败’来形容。”

痛心疾首

李宁：课间操不是体育

李宁在本届农运会举办地南阳，投资

修建了占地近1400亩的大型公益性体育

主题公园，园内包括游泳馆、综合训练馆、

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各种休闲运动

设施。这是李宁在家乡南宁之外投资的第

二座体育主题公园。除部分专业场馆收取

一定费用之外，室外场地、以及广场等全

部免费向社会开放，园内游泳、羽毛球、兵

乓球、篮球、网球和足球等收费项目价格

也十分低廉，普通收入家庭均可承受。

李宁特别提到了修建的目的， 他说：

“希望这个平台能带来体育文化和体育价

值的新理念， 人们对体育价值的理解比较

偏狭，对体育的教育功能开发不足，要发挥

体育的教育功能，首先就要参与，让老百姓

在参与体育运动中体验快乐，获得提升。”

在谈到体育的教育功能时，李宁痛批

了学校体育，“我们的学校体育可以用

‘失败’来形容，一方面是场地少，很少有

学校能给学生留出足够的锻炼空间；其

次， 学生的大量时间被用在应试教育上，

仅靠课间操是不行的，况且课间操也不是

体育。”李宁对此体会深刻，他于1997年在

佛山开办了李宁体操学校，但效果没有预

期好，家长不愿意送孩子来练，但在美国，

这样的体操学校动辄有1000多人。李宁透

露，目前很多人仍没有很好地意识到体育

本身具有的公益性和社会教育功能。

触目惊心

学生军训晕倒渐成常态

其实，李宁所说的学校体育失败并非

危言耸听，因为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大学

各环节体育教育的薄弱已让学生的体质

状况逐年下降。《中国青年报》 前日报道

称， 前不久在一个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中，

开场仅20分钟左右，领导还在勉励志愿者

们发扬志愿精神、做好志愿服务时，台下

已陆续有学生晕倒。志愿者是从众多报名

学生中选拔出来为别人服务的，身体素质

等方面一般不低于平均水平，自己身体堪

忧，如何服务他人？而教育部体育卫生与

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全国高校体育

工作座谈会上，更是透露了让人吃惊的消

息，今年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军训，两周

期间， 近3500名受训学生累计看病超过

6000人次，特别是第一周，晕倒者众多。

近年来， 入学军训成为检验大学生体

质的一面镜子。 在每年的“大学第一课”

中，大学生体质差频频被曝光。2010年9月8

日， 武汉一所高校的一名女生在军训时突

然倒下，被诊断为脑死亡；当年9月10日，湖

北某学院大一新生在军训第一天不幸猝

死； 青岛某大学新生军训第一天，3小时有

20多人晕倒或申请休息； 而扬州市某校新

生军训刚开营，正式军训尚未开始，仅仅一

个半小时， 就有40多个学生因为受不了高

温败下阵来。 学生体质滑坡已成为不争的

事实，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李宁所谈的他认

为的“学校体育教育失败”。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采写

内行经历

李雪梅：七年大学教学

每年都有人跑两圈就晕倒

退役的中国田径女子短跑名将李

雪梅已在电子科技大学当了七年体育

老师，昨天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学生

体质下降是大家的共识，“从我第一年

当老师到现在七年了， 每一年都有晕

倒的现象。一般新生上体育课，会让他

们慢跑两三圈， 跑完做操的时候就有

学生晕倒。”

李雪梅说，目前在电子科技大学，

体育是大一、大二学生的必修课，每周

有一节体育课， 一般一个半小时，“我

们要求严格，上课要点名，不管你是生

病还是事假，如果缺席

1/3

的课程就不

及格，不能算学分，要重修。”但即便这

样， 一些学生在体育课之余仍没有投

身体育锻炼，“我觉得这还是之前体育

教育出了问题， 现在娃娃从小学开始

课程负担就比较重，到高二、高三时基

本不上体育课了， 所以到了大学要调

动他们参加体育锻炼就比较困难。”

李雪梅给了大学生一些体育锻炼

的建议， 她说最好一周保持两至三次

体育锻炼， 慢跑对暂时没兴趣项目的

同学是最合适的锻炼方式，“因为它对

心肺功能有好处， 不受场地限制。当

然，考虑到学生体质差异，我建议还是

量力而行，不要规定跑多长时间，从

5

、

6

分钟到稍长一点时间逐渐加量，有的

学生体质差一点， 可以从快走过渡到

慢跑。”

■为何失败

李宁表示，学校“一方面

场地少，很少能给学生留出足

够的锻炼空间。其次，学生大

量时间被用在应试教育上。”

■怎样失败

今年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

军训，两周间，近3500名受训

学生累计看病超过6000人次，

特别是第一周，晕倒者众多。

■拒绝失败

前田径名将李雪梅建议，

同学们最好一周保持两至三次

锻炼， 慢跑对暂时没兴趣项目

的同学是最合适的锻炼方式。

体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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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 省政府办公厅

在网站发布公告， 奥运冠军

冯喆获“四川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邹凯

则享受此次“四川省劳动模范”一次性奖励

（邹凯已于

2008

年获“四川省劳动模范”荣

誉称号）。

●

昨日，全国青少年网球排名赛

总决赛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举行开幕式，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

芳、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中国网球名将

张择等出席。

●

昨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

书豪近日向火箭队友帕森斯发了一条短

信， 希望在自己新家具送到前能在对方家

中沙发上借宿。

●

据英国《每日邮报》透露

,

964

辆各式各样的法拉利赛车上周六汇聚

英国银石赛道，这些车总值估计超过

10

亿

元人民币。

●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日

前怀孕

4

个月的瑞典跳伞运动员瓦莱特·罗

斯兰在其退役前的最后一跳中不幸身亡。

李博 胡敏娟 周玥廷 张疏桐

外婆车祸遇难

湖北举重冠军要说法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博）

昨日，湖北省

举重冠军纪静在腾讯微博上表示：“请大

家为我78岁苦命的外婆做主！” 原来她的

外婆在买药回家时被货车撞倒身亡， 事发

后纪静一直在寻求事情的妥善解决。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电话联系了纪静，

她表示：“直到昨晚我才回来，现在肇事司

机已找到，但这么多天过去了，他们一直没

给我们一个说法。”据纪静介绍，她外婆的

尸体还在殡仪馆， 她与家人期待事情能早

日有个结果，好让外婆入土为安。

昨日， 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

理中心正式确认，在去年因队内冲

突遭禁赛的王濛已正式解禁，将获

准参加国内和国际的所有比赛，并

有资格重新进入国家队。本月20日

至23日在哈尔滨进行的新赛季短

道速滑联赛哈尔滨站，将成为王濛

解禁后的首次亮相。

后天， 新赛季短道速滑联赛

哈尔滨站比赛就将开始。 有消息

称，黑龙江队早就为王濛报了名。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王濛队友处

了解到， 目前黑龙江队已通知王

濛做好参赛准备，“应该说， 她参

加本次比赛已基本没问题了。”而

据这位知情人透露， 王濛本人非

常珍视这次的机会，“她给我们

说， 她一定要以最认真的态度去

对待。”此外，王濛何时重归国家

队？ 国家队领队刘灏表示，“至于

她什么时候能回到国家队， 还要

看王濛自己的表现。”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孙杨：不让父母跟着就不练

凭借孙杨一己之力， 浙江队昨晚以微

弱优势赢得男子游泳接力赛冠军。至此，孙

杨结束了本届大运会上的所有参赛项目。

不过孙杨此次天津之行最受关注的并

非比赛，而是他和他的母亲杨明的“耍大

牌”。孙杨日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他

的妈妈是大学体育系教授，是除教练外，最

熟悉他状态的人。 他认为自己母亲的专业

性，甚至超过了一些负责游泳项目的领导。

他还透露， 曾有领导不满他的父母跟着他

比赛，当时他就回应说，“那不行，大不了

就不练了。”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庄则栋癌症病情恶化

欲卖书法作品保妻子生活

昨日有媒体报道， 中国乒乓球元老

庄则栋近日癌症病情恶化， 再次接受手术

治疗。 而庄则栋全家生活仅靠其少年宫退

休金，妻子佐佐木敦子加入中国籍后，变成

全职家庭妇女，无任何收入和生活保障。因

此庄则栋清醒时反复提到， 希望拍卖自己

书法作品， 以换取佐佐木敦子未来的生活

保障。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新新闻

冬管中心确认王濛解禁

前日出席第七届农运会开幕式

失败！

李宁痛批

学校体育

疯狂埃利斯

劲爆集锦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李宁 成都商报记者 郭广宇 摄

今年清华大学新生军训，一名同学体力不支坐在地上休息 图据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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