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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康
□自由谈

□新闻速览

突围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夹击”？
■本报记者 李小伟

5月16日， 以“提高全民营养意
识， 健康生活方式， 梳理科学饮食理
念” 为宗旨的我国首个“全民营养周”
活动启动。 儿童青少年肥胖成为专家
关注热点。

5月20日是全国学生营养日， 今年
迎来了第26个全国学生营养日。活动发
布的“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
2015”表明，儿童青少年骨矿量不足者
超过50%。

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面临营养不
良和超重肥胖的双重挑战。

我国青少年面临超重肥
胖与营养不良挑战

在“全民营养周”论坛上，中国营养
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
生学院教授马冠生剑指儿童青少年肥
胖，发表了题为《中国儿童肥胖的流行
趋势和预防》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儿
童肥胖尤其是城市儿童肥胖到了惊人
的地步，同时农村地区孩子的肥胖率在
近10年中增长迅速，必须采取措施加以
遏制。

马冠生指出，近年来，我国儿童少
年超重肥胖率不断增长，在城市地区已
呈现流行趋势。 2010年国民体质健康
调研结果显示，学生肥胖和超重检出率
继续增加。 7-22岁城市男生、 城市女
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肥胖检出率分
别比2005年增加1.94、0.63、2.76、1.15
个百分点； 超重检出率分别比2005年
增加1.56、1.2、2.59、3.47个百分点。 调
研发现，我国农村学生的超体重比例首
次超过了城市学生。

据马冠生介绍，根据国际肥胖工作
组的定义， 我国有1200万名超重肥胖
的儿童少年；全世界1.55亿名超重肥胖
儿童少年中，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中
国儿童少年。“目前我国儿童少年超重
肥胖率处于快速增长期，如果不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就会在短时间内赶上现在
欧美国家的水平。 ”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
曾深入云南、广西、贵州等西部多个国
家级贫困县， 随机抽样体检1458名
10~13岁的学生， 数据比对分析显示，
西部贫困地区在校生发育迟缓已是不
争的事实。

由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
报告2013》蓝皮书显示，我国农村学生

营养状况喜中有忧，营养不良依旧困扰
农村学生。 报告称，尽管农村学生营养
状况显著改善， 但城乡差别仍较为显
著，农村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偏低，隐性
饥饿普遍存在，存在“吃不饱、吃不好”
的问题，约1/10的中西部农村学生每天
仅吃一顿或两顿饭，很多贫困农村学生
只能吃米饭、馒头和咸菜。

肥胖与营养不良或将带
来慢病人群的增加

营养不良和肥胖超重将给人们尤
其是青少年带来极大危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
品安全所研究员胡小琪在调研中发
现：47.6%的农村学生每天只能吃两
顿饭， 其中有66.4%的学生吃不到早
餐。“这些学生的膳食结构很不合理，
能量、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不能满足
他们身体生长发育的需要。 长期这样
的膳食会引起能量-蛋白质缺乏、钙
缺乏、维生素A缺乏，从而导致营养不
良、生长发育迟缓、身体抵抗能力差等
现象。 ”胡小琪说。

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张霄说，有研
究表明，儿童时期由于营养不良等因素
导致的骨骼和智力缺陷，到成年时期是
弥补不了的，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肥胖困扰着许多城市学生的健

康。 马冠生说，我国现有1200万名超
重肥胖的儿童少年。目前，我国城市学
龄儿童少年的膳食结构不尽合理。 从
1992年到2002年，我国儿童少年的脂
肪摄入量明显增加（6-11岁儿童和
12-17岁少年脂肪的消费分别增加了
15克和7克），我国城市儿童、少年膳食
中脂肪提供的能量占总能量摄入的比
例从24.4%和27.4%分别增加到35.9%
和35.7%，超过了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
30%的上限； 而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
从63.1%和58.7%分别下降到51.1%和
51.3%，明显低于中国营养学会建议的
55%的下限。膳食结构的不合理，尤其
脂肪供能比的增高， 可能使儿童少年
摄入过多能量而使肥胖发生的危险增
高。

马冠生说：“不吃早餐、 经常吃西
式快餐和身体活动减少， 是我国儿童
发生肥胖的主要危险因素。 ”

马冠生强调， 肥胖会给儿童少年
健康带来心理上的负面影响， 导致学
习能力下降，出现自卑、缺乏自信、抑
郁、焦虑等异常心理，因此必须引起家
长的高度重视。

《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
出，高血压、高胆固醇、体重过重或肥
胖、缺乏身体活动、水果和蔬菜摄入量
不足以及吸烟， 是引起慢性病最重要

的原因。“健康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到
健康， 如果人们改变不健康的行为和
生活方式， 则可在很大程度上预防和
控制相关疾病的发生。 ”马冠生说。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 全球每
年至少有1900万人死于缺乏运动锻
炼，至少2700万人死于水果蔬菜摄入
不足， 至少2600万人死于超重和肥
胖， 至少7100万人死于血压升高，至
少4400万人死于总胆固醇水平升高。

营养改善和健康行动让
青少年茁壮成长

少年强则国强。党中央、国务院始
终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2011年
底，我国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4年来，该项计划让广大
贫困地区的青少年营养不良状况大大
改善。

目前，全国共有29个省（区、市）开
展营养改善计划试点，13.3万所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纳入实施范围，3160万
名学生享受每天4元的营养膳食补助。

为有效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中央
财政专门安排30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
试点地区6.9万所学校食堂建设项目，
建设面积达2603万平方米。 从2011年
至今，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191亿
元，用于开展营养改善计划。

201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
养与健康所发布第三方监测报告， 认为
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取得了三个方面成
效：一是学生一日三餐的比例升高，反映

“吃不饱”的学生减少；二是学生营养状
况有所改善，贫血率下降；三是学生健康
状况有所改善， 中小学生发生感冒等疾
病减少，出勤率增加。

为切实解决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
抵御运动不足和肥胖等带来的疾病和危
害，我国从2007年起开展了全国亿万学
生阳光体育运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也于当年下发。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
动时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强化
体育课和课外锻炼，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
康、体魄强健”上升为国家战略，足见党
和国家对青少年体育的关心， 对青少年
健康成长的关怀。

近年来， 我国相继制定了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 高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
等若干政策性文件，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体育课程标准实施等关键环节有了制度
依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把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纳入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 各级
政府有关部门协同工作， 形成了齐抓共
管青少年体育的联动机制。

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青少年的体质
健康水平持续25年下滑的状况出现积极
变化， 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结果表明， 学生体质持续25年下滑的趋
势得到初步遏制， 有些指标出现上升拐
点。

根据教育部2012年对15.05万名青
少年、 2013年对12.3万名青少年的抽测
数据， 我国青少年的形态发育水平在
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时提高的基
础上继续提高。 数据显示， 我国城乡学
生身高、 体重、 胸围的生长发育水平继
续呈现增长趋势。

“国家的政策和干预措施对于改善
我国学生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起到了积
极有效的作用， 这在全世界都是有目共
睹的。” 马冠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显得
非常兴奋， 他说： “虽然学生肥胖仍然
是学生体质的薄弱环节， 但国家已经做
了大量工作， 采取了很多措施。 我相信
随着营养改善计划和全民健康行动以及
阳光体育运动的推进， 加上‘食育’ 的
开展， 青少年营养不良和超重肥胖的状
况一定会得到改变， 青少年体质也一定
能得到增强。”

足球教育之花常香 ———记山东省泰安市七里学校的“足球盛宴”

■孙兆航 本报记者 张兴华

每天下午，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
七里学校运动场上就变成一片热闹的
海洋， 数十组足球训练的同学撒满整
个绿茵场，颠球、过障碍、对抗，一招一
式有板有眼，一跑一颠欢乐满天。

师生共同的活动盛宴
每学期一次的“足球节”， 是七

里学校学生最期待、 最喜欢的一项校
园活动。 从2011年开始， “足球节”
不再是少数孩子唱主角的展演日， 而
是属于每一个孩子的“狂欢节”。

举办“足球节” 的那一周， 整个
校园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孩
子们可以尽情释放天性， 选择自己喜
欢的足球活动方式， 谁都可以玩， 怎
么玩都行。 有自由随意地踢， 也有按
规则地玩； 有看谁射门射得准， 有比
赛谁踢得远， 有看谁颠得多； 有班级
内部的联欢赛， 有级部之间的选拔
赛； 有校足球操队百人大型表演， 有

校足球队的汇报展、 也有邀请外校队
与校足球队的友谊赛。 呐喊声、 加油
声， 此起彼伏， 回荡在校园， 这一幕
幕的活动场景， 一串串的欢声笑语，
渐渐变成了孩子们成长中的滋养。 经
过几年的探索， 七里学校的足球活动
不断创新， 如今已经扩充至四大模块
40多种。

从足球活动到足球教育
开展校园足球几年后， 校长及老

师们都在思考： 怎样拓展校园足球？
足球活动与足球教育有何区别？ 这些
思考在不同时间段或许有不同的认
识， 但在不同的答案中却孕育着一个
永恒的追求： 从足球活动升华到足球
教育。

该校首先努力营造浓厚的足球文
化氛围， 在校园内设立了足球文化
墙， 在每个班级开设了足球角， 让学
生全面了解足球历史、 足球精神及足
球文化， 构建起一系列足球校本课程
及班本课程。 二是开设了足球课。 为

提升这项运动的质量， 学校专门开设
了足球课， 2-5年级都能保证每周上
一节足球课。 三是与泰山学院体育学
院达成协议， 由体育学院和学校的教
师共同承担校园的足球教学与训练。
四是班班建有足球队。 除了学校组建
的男女两支足球队和百人足球操表演
队， 该校还建起了校足球队员层层选
拔淘汰机制。即各班在自报的基础上，
选拔喜欢足球的学生组成班足球队，
从班足球队中选拔优秀种子组建级部
足球队， 再从级部足球队中选拔优秀
队员组建学校足球队。 不仅能保证优
秀学生选拔到学校足球队中来， 而且
营造了一种良好的足球氛围。 学生们
学足球、踢足球、赛足球，课上学、课下
踢、课间操演、节假日赛。 每日一节足
球课、 每天一训、 每周课间操一次表
演、每学期一次全校班级联赛、每学期
到外县市组织一次“过招”友谊赛、每
学期举办一次“足球节”……足球，成
了学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如果说足球游戏、 足球训练能带给
孩子足球技能及足球知识， 那么足球教
育则是在这种技能与知识的捕捉、 渗透
中， 带给孩子快乐， 引领孩子们的足球
成长： 足球训练中的刻苦意识， 足球比
赛中的配合意识， 坦然面对比赛输赢的
意志品质， 足球史料中的文化熏陶……

在七里学校校长吴秀波看来， “足
球游戏、 足球活动是儿童自由选择、 自
我主导、 自主自发的过程”， 让孩子们
在“足球盛宴” 的游戏和活动中获得快
乐与成长， 是他及老师、 家长们的共同
心愿。

基于足球，建设“儿童世界”
几年来， “足球节” 及一系列足球

教育活动正悄悄地影响着孩子学习、 生
活的方方面面， 儿童足球教育活动渐渐
发展成一种文化， 亦成为促进学校发展
的一个重要支点。

在研究足球教育的过程中， 学校通
过一次次的培训， 推动教师及家长学习
从儿童的视角看待儿童， 使他们进一步

认识到： 活动是孩子认识世界、 进而学
习知识的重要方式。 学生刘天一的家长
就说， 自从孩子参加足球队后， 性格变
得开朗了， 身体比以前壮了， 在家里时
间观念比过去强多了， 学习成绩也上来
了。 班主任李老师也深有体会地告诉记
者， 按照学校要求组建了班足球队， 一
开始担心孩子们光挂着玩足球， 纪律会
松散， 成绩会下滑。 开展一学期后， 学
生们的团队意识、 拼搏意识、 争优意识
都明显增强。 我们都很支持这项活动。

足球教育更在影响着教师。 在策划
学生活动时， 教师不仅会考虑活动的意
义， 还会追问： 好玩吗？ 孩子有兴趣
吗？ 在组织教学时， 教师不仅思考怎样
教， 而且在设计怎样教适合学生、 学生
愿学、 能学好。 在这样的理念与行动
下， 教育由“说教” 更多的变成了“体
验”， 教学也由“教我学” 变成了“我
要学”。 七里学校也就由一次次“足球
盛宴” 渐渐变成了发展的一片片“儿童
世界”。

□特别关注

□一线采风

给自己一个科学的运动处方
■谢军

经常有人好奇地问我：“你们当运动员
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食谱？ 吃什么才能保
证精力充沛？ ”对于这个问题，我真不知该
给出什么样的答复。老实讲，运动员的食谱
真的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神秘， 一日三餐
也多是杂粮等常规的食物。 但大多数中国
运动员的饮食习惯还是把味觉、 口感排在
第一位， 要不就不会在参加欧美国家举办
的重要国际赛事时， 背上大包小包的中餐
调味料和方便面了。

科学合理的膳食结构是人体营养补给

的基础保障。同理，科学的体育锻炼也应当
根据个体需求和当时状况合理安排每天的
时间和活动。 说到吃， 需要一个科学的食
谱；说到体育锻炼，同样需要一个科学规划
设计，这个规划设计就是运动处方。

运动处方（Exercise� Prescription）的概
念最早由美国生理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提
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康复医学的发
展及对一些重大疾病康复训练的需要，运
动处方开始受到重视。 1969年，世界卫生组
织开始使用“运动处方” 一词作为规范术
语，从而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简言之，运动
处方是指导人们有目的、 有计划和科学地

锻炼的一种方法。
运动处方是指针对个人的身体状况，

采用类似医生开处方的形式规定锻炼的内
容和运动量的方法， 用处方的形式规定运
动种类、运动强度、运动时间、运动频率及
运动中的注意事项， 指导人们科学进行体
育锻炼。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根据不同的需要， 运动处方一般可以
分成三个不同水平： 第一种是以健身为核
心的运动处方， 这样的处方的目标是增强
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第二种是针对某个领
域的运动能力水平的处方， 目标瞄准提高
某个专项的运动技能。 第三种是康复性的

运动处方， 这一处方是用合适的运动方法
和运动量，达到治疗和康复的目的。 当然，
设计运动处方时也要考虑运动条件， 如个
人身体状况、场地器材、可支配时间、环境
气候等，同时还要结合个人的兴趣爱好等。

运动处方并非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由
于人的身体状况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
程， 因此运动处方也要根据个体的状态和
需要进行调整。比如，当运动时身体感觉过
于轻松或过于吃力， 就需要稍微调节内容
和次数；在严寒、酷暑等特殊天气或身体感
觉不适的时候应停止锻炼， 万万不可一味
坚持蛮干。 体育锻炼最关键的两个指标是

运动量和强度， 当人参加锻炼后感觉精力充
沛， 即便略感疲劳， 但在休息后即可恢复正
常，便说明运动量安排合适。 科学进餐也是运
动处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用通俗话讲就
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如何吃与怎样动是
保持良好身体状况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

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 在科
技发展进步逐渐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习惯的今
天， 体育锻炼的必要性越发凸显。 人的一
生， 采取科学的食谱和运动处方， 找到最适
合自身条件和需求的生活方式， 才称得上聪
明的活法。

（作者系首都体育学院副院长）

薛薛红红伟伟 绘绘

特步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赛
南大区赛武汉开战

本报讯（记者 李小伟）由中国大学
生体育协会、中国足球协会共同主办，特
步 独 家 冠 名 ， 虎 扑 独 家 推 广 的
2014-2015赛季特步中国大学生五人制
足球赛（CCFL）南大区赛暨2015特步中
国大学生足球啦啦队选拔赛南大区赛在
武汉鸣锣开战。 本次联赛共吸引了全国
15个赛区近300支高校足球队参与角逐。

作为与特步大五联赛交相辉映的另
一大赛事， 2015特步中国大学生足球
啦啦队选拔赛吸引了数十所大学的啦啦
队参与。

北体大表彰国家奖学金
和励志奖学金获得者

本报讯（记者 李小伟）北京体育大
学近日举行2013-2014学年国家奖学金
和国家励志奖学金表彰大会。 杨雅晰等
80名学生获得2013-2014学年国家奖
学金， 欧朋等249名学生获得国家励志
奖学金。

近年来， 北体大采取一系列重大举
措，建立了“奖、贷、助、补、减”资助政策
体系。 2007年至2014年，该校用于奖励
和资助学生的奖学金、助学金、勤工助学
金、 困难学生补助、 学费减免等逐年增
加， 到2014年每年投入的经费已达到
1100多万元。

阳光体育2015年
北京市学生街舞比赛落幕

阳光体育2015年北京市学生街舞
比赛近日在北京市地坛体育馆举行。

本次比赛由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
主办， 北京市健美操体育舞蹈协会承
办， 北京市地坛体育馆协办。 来自本市
10个区县68所学校的近千名学生报名
参加， 参赛人数创历年新高。

今年的比赛新增设了优秀教练员评
选。 借助优秀教练员作为技术骨干的榜
样作用， 通过言传身教， 促进全市学生
街舞水平的全面提高。

本次比赛分小学组、 初中组、 高中
组、 高校组。 比赛分舞蹈型街舞、 技巧
型街舞和健身型街舞。 （晓军）

全球病毒网络中心学术
研讨会首次在中国举行

本报讯（记者 万玉凤）在全球大迁
徙的时代，如何防控全球病毒性传染病？
2015全球病毒网络中心学术研讨会近
日在北京工业大学举行，200多名国内
外病毒学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参加了研
讨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际著名病毒学
家曾毅表示，在全球大迁徙的时代，全球
气候变化和各种再发传染病的威胁，使
得加强国际病毒学家的交流， 增强控制
病毒引起的重大突发传染病的能力，提
升对病毒性疾病， 特别是有可能成为全
球性严重病毒性传染病的预防和反应能
力，变得尤为重要。

病毒学研究看似异常专业， 离我们
很遥远，但其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2003年的非典、2009年的甲型H1N1
流感、2014年肆虐的埃博拉、 不时传来
消息的禽流感、 一直困扰广大家长的手
足口病，这些疾病的流行和爆发，都是由
病毒感染引起的， 就连近年来高发的肝
癌、宫颈癌、鼻咽癌等恶性肿瘤也与病毒
感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曾毅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高
度重视病毒学人才培养， 在病毒学研究
某些方面， 我们已经进入先进行列， 但
在整体上我们仍然需要努力追赶世界先
进水平。

此次会议是全球病毒网络中心的第
七次会议， 也是其自成立以来首次走入
中国。 据悉， 全球病毒网络中心作为国
际学术组织， 联合了六大洲20多个国
家70多家相关科研院所的病毒学家的，
长期致力于全球新发和再发病毒性传染
病的防控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