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第0128号（1-1） 印刷：解放军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00元

08体育 健康
2017年4月7日 星期五

主编：柯进 编辑：李小伟 设计：丁京红 校对：杨瑞利
电话：010-82296633 邮箱：jybtiyu2015@sina.com·

本报讯 （通讯员 刘锴） 第
一届 CSSBL 海峡两岸学生棒球
联赛近日在北京清华大学落幕，
海峡两岸 17 支高校棒球队、近
500 名选手参加了比赛。这是今
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两岸青年学生
比赛交流活动。

此次参赛队伍中，台湾地区
有台湾大学、世新大学、成功大
学、中原大学、台中科技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屏
东科技大学等 8 支代表队；大陆
方面有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建筑大学、中山大学南方学
院、北方工业大学、厦门大学、成
都体育学院、大连大学等 8 支代
表队以及新疆大学代表队（特

邀）。比赛之余，各代表队结对编
组，参加了 10 余场交流参访活
动，包括赴门头沟植树、参观首都
博物馆、探访卢沟桥等。

据介绍，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
赛由海峡两岸棒球交流合作委员
会主办，北京大学体育协会棒垒球
分会和清华大学承办。

作为两岸校园体育交流新平
台，联赛设大学组和中小学组。
大学组分预选赛、复赛和总决赛
三个阶段。其中，复赛于4月和8
月先后在北京、台湾进行，总决赛
将于 12 月在深圳进行。中小学
组由预选赛和总决赛组成。各区
域预选赛在11月10日前结束，总
决赛同样将于12月在深圳进行。

两岸学生棒球联赛（北京复赛）落幕

□新闻速递

以学校武术教育助力国脉传承以学校武术教育助力国脉传承
王登峰

□自由谈

如何让我们的文运、文脉在
国民中生根发芽、传承弘扬，在
世界上产生更大的影响，不仅是
文艺工作的指导原则，也是学校
体育工作理应肩负的重要使命。
学校体育 （包括武术教育） 要实
现的“增强学生体质，提高运动
技能，塑造健全人格”三大目
标，是国运昌盛、国脉传承的基
础。

激发运动热情，奠定国
运昌盛、国脉传承身体基础

学校体育工作的第一目标是
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体质
健康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是
学生个人成功和幸福的基础，也
是民族奋进、国运昌盛、国脉传
承的基础。若连学生的体质健康
都解决不好，学校体育的其他价
值就无从谈起。以体育促进学生
体质健康，其前提条件是“学生
喜欢运动、积极参与运动”，以丰
富的教学手段和多样的组织形式
激发学生学习武术的热情，让学
生学会武术技能、获得武术运动
的乐趣，这是全国学校体育联盟

（中华武术） 需要群策群力、集体
攻关的首要问题，也是建立全国
学校体育联盟 （中华武术） 的初
心。

教会孩子的运动技能，就要
遵循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创新
体育活动的内容、方式和载体，
增强体育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
力，着力培养学生的体育爱好和
运动兴趣。为了推进让学生喜欢
运动的教学过程趣味化、多样化
改革，应坚持与完善体育教学的
激励手段。

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鼓励
所能带来的行为改变，效果更明
显，持续时间更长。如何注重因

材施教和快乐参与原则，从学生
的个性出发，从学习的进步性入
手，坚持与完善注重激励的教学
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保持
学生运动热情，进而实现增强学
生体质的目标，这也是需要全体
学校体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工作
目标。

优化课程，构建国运昌
盛、国脉传承的知识系统

从课程角度讲，学校体育要
达到的第二个目标是，要让学生
在体育课上掌握一定的运动技
能，养成基本的、健康的生活方
式，而这恰恰是学校体育应该认
真反思、落实的一个方面。因为
现实是，14 年体育教学，我们的
学生大多并未学会一项可用作终
身锻炼的运动技能，这也直接导
致了一个错误观念：体育课就是
学生的活动课，只要“动起来”
达到健身效果即可；学校体育不一
定需要体育老师，语文老师也可以
带着学生们跑步，只要会喊“1—
2—1”就行了。这是学校体育长期
不受重视、体育课被挤占现象的思
想根源。究其原因，可能与体育
教学没有明确的要求有关。

既然体育跟语文、数学、外
语一样是必修课，就该有基本的
教学目标。这个基本目标就是体
育的知识和技能。换言之，学校
体育，不仅要让孩子运动起来，
而且还要让学生扎扎实实地学会
一两项运动技能；不仅要掌握运
动技能方面的知识，还需要通过
体育课掌握基础的健康知识。也
就是说，体育课要教会的知识有
两类：一类是运动的技术方法，
另一类是基本的健康知识。

与体育产业的发展相比，学
校体育更重要的目标是国民生活

质量的提升。其根本点在于学校
体育课如何教会青少年运动的技
术方法、提高运动的技能、掌握
基本的健康知识与技能。

对学校武术教育而言，其知
识传授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
健身，二是防身，三是养生。也
就是说，学校武术教育应将运动
技术知识和健康教育作为重要内
容，加大技术教学和健康教育的
工作力度，在武术动作技术教学
中进一步加强健身、防身、养生
三方面知识的传授。如何从体育
教学和健康教育出发，明确武术
教学健身、防身、养生的课程系
统和教学要求，以构建与国运昌
盛、国脉传承相关的学校武术知
识教育系统，是全国学校体育联
盟 （中华武术） 需要集体攻关的
大课题。

发掘竞赛价值，塑造国
运昌盛、国脉传承人格品质

体育课的第三个目标就是通
过教会学生运动技能，让学生有
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体育竞赛中
去。如果我们的体育课仅仅只是
教会了体育技能，而没有竞赛，
学校体育工作的价值就要大打折
扣。要完成学校体育“提高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让学生掌握至少
一项运动技能，培养学生健全人
格”的三大任务，比赛是最好的
平台。

首先，竞赛是学以致用，是
体育教学过程不可或缺的环节。
很难想象只有运球、传球、投
篮、防守教学而无竞赛的篮球教
学还能多大程度体现学校体育的
意义？在我们看来，竞赛既是对
体育教学效果的检验，也是对进
一步学习目标的确立，单从教学
论角度看，竞赛是体育教学不可

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
其次，竞赛是人格的塑造，

是体育教育的工作目标。从教育
论看，竞技运动是培养健全人格
的途径，是培养遵守社会规范、
适应社会生活的一个绝对不能缺
少的教育过程。顾拜旦在 《奥林
匹克宣言》 中明确提出，竞技运
动的发展能够造就一批又一批身
心均衡、协调发展的青少年，竞
技运动也能通过掌握和引领人类
未来命运的青年而改造社会，竞
技运动在成为全球运动后能带来
世界的和平。

再其次，竞赛是规则意识的
建立，是学校体育对公民教育的
重要贡献。一位法学家曾说过，
很多中国人不守规矩的根本原因
是没有上好体育课。在我看来，
没有竞赛就没有遵守规则的意
识。此外，竞赛对当下学校体育
的意义，也在于没有竞赛就没有
竞争，没有学生提高运动技能的
欲望，没有“胜不骄、败不馁”
的优秀意志品质。

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竞赛
的交友目的，在竞赛时有助于帮
助学生学会处理与同伴的关系，
在赛后有助于帮助学生促进与对
手的友谊。总而言之，没有竞
赛，就无法体现学校体育培养健
全人格的价值，竞赛是学校体育
对社会公民培养可能做出的最重
要的贡献。所以说，学校体育一
定要开展广泛的竞技运动，让青
少年在比赛中学会如何在规则范
围内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
能，在比赛中形成团队合作、吃
苦耐劳的精神，形成遵守规则、
尊重对手、尊重队友的习惯，这
正是我们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最珍
贵的品质，也是我们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必
须要走的一条路。

最后，竞赛是文化的展演，
是文化的传承。学校体育包括武
术教育，要教会学生一定的武术
技能，要通过武术比赛让青少年
学会的不仅仅是体育竞赛的规
则，还在学习、练习、竞赛中真
正实现“术道融合，德艺兼修”
的教育目的。

就武术礼仪而言，不只是在
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而这
些礼仪其实就是中华文化最精髓
的东西，因此在学校开展武术教
育，是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让青少年亲近传统、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儿童青少年心灵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这也是文
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
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今天在学校普及武术教育还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如何
让中华武术走出去，这也是全国
学校体育联盟 （中华武术） 应该
承担的非常光荣的任务。我们应
该把祖先留给我们的优秀的东西
向全世界推广。

我希望所有参与全国学校体
育联盟 （中华武术） 的各高校和
单位，也要将中华武术走向世界
作为重要使命。在这么多高校、
联盟会员单位里面，其中就有在
海外建有孔子学院的高校，这些
联盟的会员单位可以把所在高校
承办的孔子学院作为武术海外传
播的一个窗口。同时，联盟省

（区、市） 的牵头单位，应该把各
自省 （区、市） 在国外建有孔子
学院的高校联系起来、团结起
来，一起研究如何在他们办的孔
子学院里面开设太极班、少林班
等，将武术作为一个重要的载体，
让中华武术成为全世界孔子学院
里面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作者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
术教育司司长）

近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在全国学校体育联盟 （中华武术） 年会上的报告中提出——

本报讯（记者 李小伟）中国
教育学会“十三五”重点课题“小
学足球——四三三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硚口
区新合村小学开题，该校计划用
两年时间研究出一套在小学校园
推广的全新足球教学模式。

“小学足球——四三三课堂
教学模式研究”旨在通过足球游
戏、足球竞技活动加强学生间的
凝聚力，使更多孩子体验到“同
心出智慧、配合有力量、顽强能
进步”的做人做事道理，激发运
动兴趣，增强身体素质，为学生

终身体育打下良好基础。
新合村小学拥有 50 多年的

校园足球发展史和 10 多年足球
校本课程的实践经验，形成了

“读好书、踢好球、做好人”的办
学理念。本课题研究的预期成果
将进一步丰富新合村小学“读好
书、踢好球、做好人”的内涵，
使更多的学生能体验“同心出智
慧、配合有力量、顽强能进步”
做人做事的道理。该课题的研究
成果还将为广大基层的足球教练、
体育教师提供一个操作性较强的
足球教学方案。

硚口新合村打造校园足球新模式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杜 联）
“爱是魔法 点亮生活”2017 年
青少年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公益
项目暨兵舞艺术团“让爱永存心
田”原创音乐剧 《消失的魔法》
发布会近日在京举行。

成立于2015年3月的兵舞艺
术团由部队大院的妈妈们发起创
办。她们相信戏剧和爱心在一起
将是带给孩子成长最有力量的工
具，希望用戏剧的魅力为孩子们开
启一扇感悟生活的窗口，让参与和

观看戏剧演出的孩子们学会勇敢、
坚持，学会感恩、关爱。据防艾基
金会办公室袁继征副主任介绍，这
是基金会第一次采取与民间艺术
团体合作，以儿童舞台剧演出的形
式对“因艾受困”儿童进行救助。
对于艺术团的孩子来说，希望他们
能够通过参与公益演出的方式提
升舞台艺术修养、增强社会责任
感。对于“因艾受困”的孩子们来
说，可以获得更多平等教育、生活
的权利，培养对生活的信心。

儿童舞台剧《消失的魔法》启动

近日，一篇题为“应用普萘洛
尔特异性抑制激活的尼古丁相关记
忆对尼古丁心理渴求的影响”的研
究论文在 《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
病 学》（JAMA Psychiatry） 杂 志
上发表，该研究成功实现了从动物
研究到临床试验的成果转化，可有
效消除尼古丁依赖者的成瘾记忆、
降低心理渴求。这一开创性研究成
果因有望攻克“瘾君子”受尼古丁
依赖等病理性精神心理问题困扰而
无长期有效治疗方法这一医学与社
会难题，而受到国际关注。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
所薛言学副研究员和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邓佳慧博士为该论文的共同第
一作者，陆林为通讯作者。该研究
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
部 国 家 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973”）的经费支持。
该杂志同期发表了专门评论文

章:“使用行为学和药理学策略减
弱病理性奖赏记忆的：一种新的针
对吸烟成瘾核心发病机制的治疗手

段”，认为论文作者陆林教授 （北
京大学 IDG/麦戈文脑研究院和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
心的 PI） 课题组的系列研究发现,
改变了病理性成瘾记忆一旦形成就
难以消除的传统观点，找到了消除
物质成瘾核心病理机制的治疗手
段，是向治疗吸烟成瘾及其他的物
质成瘾迈出的标志性一步。

据陆林介绍，烟草成瘾和依赖
的本质是尼古丁依赖，是一种慢性
高复发性疾病。尼古丁会导致大脑
的神经通路发生可塑性改变，形成
强烈持久的尼古丁成瘾记忆，使尼
古丁依赖者持续存在吸烟欲望，这
种欲望会削弱甚至摧毁戒烟的决
心。因此，消除尼古丁依赖者的病
理性成瘾记忆、降低心理渴求是临
床戒烟成功的关键。

2013 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烟
草流行报告指出，烟草使用是导致
全球可预防死亡的首要死因。每年
导致全球近 600 万人死亡并造成数
千亿元的经济损失。如果当前的趋

势继续下去，到 2030 年时，全世
界每年因烟草导致的死亡将超过
800 万人。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发布的 《2015 中国成人烟草调
查报告》 显示，我国 15 岁及以上
人群吸烟率为 27.7％，其中男性吸
烟率为 52.1％。吸烟者总数在 2010
年至 2015 年的五年时间里增加了
1500 万，已高达 3.16 亿。

据悉，该研究是陆林课题组
在前期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
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陆林课题
组于 2012 年和 2015 年分别在 《科
学》 和 《自然通讯》 杂志发表论
文，先后提出条件性线索记忆唤
起和非条件性线索记忆唤起——
消退心理学范式，发现记忆操纵
范式可消除成瘾动物和成瘾者的
成瘾记忆，降低其对于成瘾性药
物的心理渴求及复吸的风险。这
些研究成果也相继被国际同行在
其他成瘾动物模型和成瘾人群中
重复和验证。

（付东红）

安全教育融入学校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作为山东省教育部门“学
校安全文化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校，安丘市新安街道新安学校近年
来从各种安全警示牌入手，推进校
园安全文化建设，培养学生的安全
意识，使学校成为校园安全文化的
绿洲。

在该校，不论从校舍建筑、校
门、围墙安全、校内饮用水源、水
质、供水设施，还是校外，各种设

施设备的警示牌都成了学校对学生
进行安全教育的鲜活素材。校园
周边的交通警示标志、标线和标
牌，周边池塘要有安全标识，校
园周边 200 米范围内无营业性网
吧、歌舞厅和危化物品仓库、经
营 站 ， 无 乱 搭 、 乱 建 、 乱 堆 现
象，无无证经营的小摊点等。与
此同时，为了保障校园安全教育
的顺利实施，该校结合实际，不
断修改和完善学校安全台账、安

全管理制度和应急处置预案，分
解落实学校安全管理职责，建立
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管
理 责 任 网 络 ， 建 立 了 校 长 亲 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
配 合 抓 和 “ 谁 主 管 、 谁 负 责 ”

“谁组织、谁负责”的安全管理
工作原则，并坚持把安全工作纳
入目标考核，实行校园安全网格
管理制度。

（郑 平 郭德强）

“五毛食品”瞄向农村市场

在多地农村发现，学校附近大多会
有这样的小卖部或是流动摊贩，他们售
卖的主要是一些包装粗糙、口味浓重的
食品。这些零食单价往往低于 1 元，被
人们称作“五毛食品”。卖得最好的就是
辣条、臭干、鸡翅等重口味的零食，差
不多每两天就要到县城补一次货。市民
说，这些零食，平时自己也常吃，而这
间不足 15 平方米的小卖部，一年收益近
10 万元。

在 河 南 省 永 城 市 陈 集 镇 一 小 学 门
口，11 点半刚放学，学生就成群结队地
涌入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每个学生都会
从“琳琅满目”的零食中挑出中意的几
款，一款名为“一见钟情”的花生牛奶
只要１元，但笔者在外包装上并没有找
到生产日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副教授彭亚拉曾就农村儿童营养和食品
安全开展长达３年的研究。研究团队深
入江西、湖南、河北、四川等多地农村
实地调查发现，农村学校周边出售的零
食中，许多是劣质小零食，生产厂家地
址、电话等信息虚假的比例高达 30％。
这些劣质小零食中，仅“辣条”类就有
30 多种，且均产自小村镇的小作坊。

偏偏这种三无产品，大多数商店都
有，每个学生都爱。”国家二级营养师、
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公益部部长刘璐
说，长期研究农村饮食教育问题的她，
对这种现象表现出无奈。

“傍名牌”、乱添加,诱发舌尖
上的安全隐患

这些琳琅满目的“五毛零食”大多
没有正规的生产厂家，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甚至一些零食的包装袋上，几乎
找不到食品质量安全标志，包装印刷粗
糙，生产批号以及可食用日期模糊，甚
至出现漏油情况。

在农村市场，“傍名牌”的山寨食品
也比比皆是。在永城一小学门口卖零食
的 小 推 车 上 ， 一 款 “ 酷 e 百 ” 牌 的 可
乐，外包装乍一看很像可口可乐，而另
一款名为“雪芬”的汽水，外包装则酷
似芬达。“在小学门口，质量好的、贵的
零食卖不出去。”摊位老板说。除了卫生
状况堪忧外，“五毛食品”添加成分对人
体危害也很大。彭亚拉的研究团队通过
对 30 余种“辣条”的简单分析发现，一
些产品加入的化学添加剂多达 22 种。

“添加剂不是天然的食品成分，在食
品中加入过多食品添加剂的话，对人的
身体危害是明显的。轻的会导致一些小
病，出现急、慢性中毒问题，严重的甚
至会致癌。”河南省肿瘤医院医生庄昊
说，长期过度食用添加剂超标的食品，
危害人体肝脏及神经系统，对代谢排毒
能力较弱的小孩危害更明显。

“调味剂食用过多会影响孩子健康成
长，还容易造成饱胀感，影响儿童正常
进餐摄取营养。”刘璐说，农村孩子患高
血压的概率要高于城市，主要是因为当
孩子吃了太多重口味的食物后对盐的摄

入就会增加，很容易诱发此类慢性疾病。

学生“停不下来”,家长“视而
不见”,监管疲软无奈

“五毛食品”缘何屡禁不止？学生
“停不下来”、家长“视而不见”、监管疲

软无奈是导致农村学校周围垃圾食品泛
滥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父母们的
教育观发生了变化，对孩子的一些物质
要求不再像过去那样控制，而孩子们的
辨别能力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很难摆脱
对来源不明食品的诱惑。

“农村以留守儿童居多，而农村隔代
监护人受教育水平偏低，他们对食物营
养与食品安全认知匮乏。”刘璐说。

此外，近年来，城镇食品安全管理
越来越严，但部分基层执法部门对农村
市场重视程度不够，农村也就成为监管
薄弱地带。在一些中小学外存在着不少
的流动商贩，也给监管带来难度。

“农村市场很大，我们监管队伍人员
又少，也缺乏必要的检测设备。虽说通过
不间断的检查监管收到一些效果，但这是
一个动态的过程，你去检查没收了，走了
之后他们可能又会销售。”河南省延津县
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说。

“问题食品扎堆农村的主要症结，并
不在消费环节，而是在生产、流通环
节。要让问题食品在农村无处藏身，必
须从源头治理，加强监管。”今年两会
上，全国人大代表、村医马文芳建议
说，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和追惩机
制，加强对一些生产、销售场所的日常
管理和监督检查力度。

仅靠制度约束还不够，需从思想层
面对行为进行引导。“我们走访了许多农
村，发现农村饮食教育知识普遍缺乏，
家长说不清，学校道不明，孩子更是不
在意。”刘璐建议，要采取多种形式，强
化对广大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教育，
在学校开展饮食行为教育，从而自觉地
科学饮食，逐步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辛 华）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陆林教授课题组找到消除烟瘾的新方法

北大科研成果给戒烟者送福音
“五毛食品”在包围农村校园

每天，在放学铃响的前十分钟，豫南一农村小卖部店主汤女士
就会放下手头的事情，开始迎接一天的销售高峰。铃声一响，学生
们就会像脱缰的小野马，涌进她那不足15平方米的小卖部。

近年来，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屡屡被曝光，尤其是包围校园的
“五毛食品”，破损溢油的小包辣条，“傍名牌”的山寨食品、过期
食品堂而皇之地涌进农村小卖部。农村校园正在成为“五毛食品”
的消费市场。

校园安全教育从警示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