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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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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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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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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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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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数据不难看出，蓟州区中小学
生体质健康状况已连续三年在全市排名
第一。这个区到底有什么独家秘籍？近
日，记者采访了蓟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花宜春。
“我们充分发挥体育课的主渠道作

用，教会学生运动技能和锻炼方法。用
制度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必须严格
执行国家体育课时规定，任何学校和个
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随意减少、挤占体育
锻炼时间，保质保量上好体育课。”花宜
春说。
据了解，在蓟州区，各个学校创新活

动形式，在集体活动结束后，由班主任组
织学生根据测试项目进行分组练习，有
效利用了大课间的时间，提高了练习的
强度和针对性。
从2009年起，蓟州区在全市率先组

织开展每年一次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达标抽测赛。对全区学生的体质
健康状况进行抽样监测，各学段的抽测
结果全区通报。“这一举措发挥了很好的
导向作用。许多中小学校利用课后体育
锻炼时间，积极搭建平台，创造性地组织
开展了学生参与面广、形式多样、涵盖体
质健康监测项目的运动会、班级对抗赛、
挑战赛、擂台赛等活动，以此吸引和调动
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主动性，形
成了人人爱锻炼，班班有活动，校校有特
色的良好氛围。”
此外，蓟州区教育局将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工作列入全区教育发展规划，列
入区教育局年度工作要点，列入学校工
作综合督导评估要素，列入全区中小学
教育质量基本指标考核体系。“我们高度
注重测试结果的使用。合格率、优良率
达标的学校方有资格参加本年度综合先
进集体的评选，校长方有资格参加先进
个人的评选。考核结果作为校长年终述
职、绩效工资等级核定的重要内容，作为
校长考察任用的重要依据。对各学段排
名末三位的学校负责人进行局长约谈。
其次，测试成绩纳入对体育教师和班主
任的绩效考核，将合格率、优良率、平均
分作为教师评优晋级的重要参考指标；
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达到良
好以上方能参加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
部评选，达到合格以上方能取得初、高中
毕业证书的规定。”花宜春介绍说。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层层压实

了责任，使蓟州全区的学校体育工作步
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收到了实实在
在的效果。

“根据对各区各校平时体育课上课抽查
情况、对参测学生现场组织情况等与此次《报
告》结果相比对，为我们提出了四点工作启
示。”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是在我市持
续推进学校体育工作后，全市整体合格率和
优良率均有所提升，尤其是初、高中提高较
大；二是重视学生体质健康、保质保量上好体
育课、开展课余锻炼较好的学校和区，在抽测
中合格率较高；三是在抽测现场区教育局、参
测学校高度重视、组织有序，亲自为学生加油
鼓劲的，抽测结果较好；四是个别区和学校对

抽测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未能充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学生没有在测试中
发挥出自身应有水平，整体拉低了平均成
绩。“学生体质健康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必须
得到重视。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监督学校的
体育工作，特别是学校体育课的开展情况，发
现问题可随时举报。”

同时，他表示，市教委将继续深入推进
《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十条措施》的有
力落实，督促各区、各学校保质保量上好体育
课、深化阳光体育运动、举办线上线下丰富多

彩的群众体育活动和竞技体育运动。
继续举办全市《标准》抽测，积极引导学生主

动参与课外体育锻炼，切实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同时根据每位学生的体测结果，有导向、有方
向地制定个性化体质锻炼方案，以期达到有针对
性的体育锻炼目的。

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各区中小学校体育
课开课情况、落实《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十条措施》的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对排名靠后
的学校主要负责人、区教育局分管负责同志进
行约谈，督促进行有效提升。

监测指标是否能科

学反映出学生的体质健

康状况？学生肥胖率过

高等问题该如何解决？

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

问题，近日，记者采访

了天津市学生体质与身

心健康促进研究中心

（智库）主任、天津体育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思洁。

专家访谈

津门少年体格怎么样
前不久，市教育两

委公布我市 2020 年

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情况。据了解，此次

参加测试学校名单由

市教委根据随机抽样

的原则确定。

《2020年天津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出炉

调查样本

全市
每个区抽取小学

10 所、初中 6 所、高中 4
所，所抽取学校类型兼顾城
乡、小学、初中、高中学校，各校
男女生各半。全市共计抽取
中小学生38400人，实际
参加测试的学生
38117人。

本次抽
测小学测试指
标 为 体 重 指 数
（BMI）、肺活量、50米跑、
坐位体前屈、1 分钟跳绳、
1 分钟仰卧起坐。初中、
高中测试指标为体重指
数（BMI）、肺活量、50米
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
远、引体向上（男）/1 分钟
仰卧起坐（女）。
根据《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总分由标
准分与附加分之和构成，
满分为120分。标准分由
各单项指标得分与权重乘
积之和组成，满分为 100
分。附加分根据实测成绩
确定，即对成绩超过 100
分的加分指标进行加分，
满分为 20 分；小学的加
分指标为 1 分钟跳绳，加
分幅度为 20 分；初中、高
中的加分指标为男生引体
向上，女生1分钟仰卧起
坐，各指标加分幅度均为
10 分。

■本报记者张雯婧

“重视程度”直接关系监测结果

小学生体质健康整体状况相对较好

从全市学生总分均值比较看，从小学到高中总分呈现明显逐渐下降趋势；
小学生最高，总分为74.5 分，高中学生最低，总分为69.7 分；均处于及格水平
以上，但未达到良好水平。小学整体合格率与优秀率最高。说明全市小学生
体质健康整体状况相对较好，其次为初中学生，最后为高中学生。女生始终
高于男生。

超八成男生上肢力量缺乏
监测结果显示，我市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肥胖率均超过20%，正常

体重学生只占到六成。初高中学生立定跳远和引体向上不及格率偏高，
特别是初中和高中男生引体向上不及格率分别达到了87%和82%。

监测数据显示，全市学生体质的优势在于肺活量、坐位体前屈及1分
钟跳绳。劣势在于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以及中长跑等项目。

中小学生力量指标方面，引体向上项目的标准平均分最低，
不及格率最高，上肢肌肉力量素质最为薄弱，中学男生力量指标
项目（引体向上）本身具有难度，超过八成学生无法及格，可见男
生缺乏上肢力量的现象比较严重，这说明学生引体向上整体水
平很低, 它妨碍了学生体质健康的发展, 成为初中男生体质健
康发展的瓶颈。
速度方面的不及格数据呈现小学、初中、高中依次下降的趋

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学生自身的反应速度慢、
腿部力量不足、心理过于紧张、测试前活动不充分或者不合理等
造成的，到中学后反应速度、腿部力量及心理状态等都有所改善，
所有成绩呈现高中>初中>小学的情况。
耐力方面主要呈现初中成绩高于高中的情况，高中阶段男女生

耐力（1000米/800米）指标合格率、优良率均大幅度下降，可能是由
于高中以后随着课程压力的变大，高中学生体育运动意愿降低所致。

蓟州中小学生体质最好
根据监测结果，全市 16 个区《标准》总分平均分排名第 1 的是蓟

州区，77.37 分，最低的是武清区，68.17 分。
我市提出力争在2022年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合格率达95%

的目标。从抽测合格率来看，2020年天津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
测合格率最高的是蓟州区为98.17%，已经达到了2022年95%合格率的要
求，合格率第二的是和平区，合格率为94.77%，距离2022年95%合格率的
要求尚差0.23个百分点。合格率较差的两个区分别是武清区和静海区，武清
区合格率为79.24%，距2022年95%合格率的要求相差15.76个百分点。静海
区合格率为85.46%，距2022年95%合格率的要求相差9.54个百分点。从三年
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各区整体的趋势均处于三年连续上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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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 16 个区《标准》总分平均分
记者：目前体质健康检测选取的项目是肺活量、50米

跑、1分钟跳绳等，为什么会选这些项目，这些检测项目是否
能科学反映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

谭思洁：在校学生处在生长发育的不同时期，现行的新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在测试指标遴选上，充分考虑了
学生生长发育具有的连续性与程序性特征，以及鲜明的阶
段性特点。在“共性”与“个性”评价相结合的理念指导下，
选用的评价指标可较为综合地体现包括与学生群体身体健
康关系密切的身体成分、心血管系统功能、肌肉的力量和耐
力，以及关节和肌肉的柔韧性等要素的基本状况。此外，新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激励
学生积极进行身体锻炼的教育手段。一些贴近生活、简便
易行，且锻炼效果较好的项目，也进入到评测指标并提高了
部分锻炼项目指标的权重，这对引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具
有较强的实效性。

记者：抽测结果显示，学生（男生）在引体向上和立定跳
远项目上的情况很不理想，这两个项目反映出学生哪部分
能力的欠缺？

谭思洁：这两个项目的结果可以反映出学生在肌肉适
能上（力量素质）相对薄弱。

人体所有的身体活动都需要使用力量，足够的肌力可
使人以最小的生理应激完成面临的工作和运动。良好的肌
肉适能有利于减少运动伤害发生几率，提升身体活动能力，
提高生活质量。对于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来说，充沛
的肌肉适能还可以促进骨骼对应力的良好适应，增强青少
年的骨骼发育，提高健康贮备。

在加强学生肌肉适能提高方面，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和
掌握身体素质增长的基本规律，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生
理与心理特点，根据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身体
运动的适应性，分阶段、有计划、有重点地选择运动
干预方法和运动强度负荷，因人而异，
因材施教，才能更好地提升
学生们身体素

质，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
记者：学生肥胖率的比例是否过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谭思洁：根据2020年12月2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发布

的数据，我国6—17岁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为20%，6岁以下儿
童肥胖率为10%。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儿童
青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逐步改善，生长发育水平不断提高，营养
不良率逐渐下降，但与此同时，由于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
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加之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普及等因素，儿
童青少年营养不均衡、身体活动不足现象广泛存在，超重肥胖率
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已成为威胁我国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

前不久，《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出台，受到全社会
关注。具体来说，要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提出个性化和全方
位的青少年儿童健康管理计划。

运动是良医，科学的运动是肥胖症的天敌，建议提高学生
群体的日常体力活动水平。应保证幼儿园幼儿每天的户外活
动时间在正常的天气情况下不少于2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
不少于1小时；中小学生每天在校内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
时间达到1小时以上，保证每周至少3小时高强度身体活动，
并进行肌肉力量练习和强健骨骼练习。减少学生使用电子屏
幕产品时间，保证睡眠时间，加大力度培养学生运动兴趣，使
其掌握1—2项体育运动技能，养成经常锻炼习惯。

■ 6—17岁

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为20%
■ 6岁以下

儿童肥胖率为10%
▲2020年12月23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发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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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会更好》第
49—51 集 因为高烧回
家沉睡的程玮醒来，看到
了正在收拾行李的格尔。
格尔告知程玮，自己即将
前往北京办理签证出国，
自己马上就可以离职离
婚。消失许久的芦花出
现，在装修好的婚房拒绝
了郭泰安求婚。郭泰安晓
之以情，说服了因眼疾准
备去养老院度过余生的芦
花，二人终成眷属。生病
的程玮没有胃口吃饭，被
郝湘宁发现。郝湘宁劝程
玮仔细检查一番，程玮却
告诉郝湘宁，自己已经患
了肝癌，希望郝湘宁帮自
己隐瞒，能让自己死前完
成研究计划……

天视2套 18:25
■《计中计》第32—

35集 曾凉听到山山喊织
田幸子妈妈，顿觉事情不
对，与织田幸子发生打
斗。为保护山山，织田幸
子叫山山赶紧跑，两人又
追出破庙在后山上搏斗
起来。行动小组几人带
着谭兆鑫回到破庙发现
特工人员尸体及山山不
见了。听到呼救，几人冲
上后山，千钧一发之际开
枪击毙曾凉，解救了织田
幸子和山山。经过不断
询问各种细节，推断出方
俊秋很可能把另一半日汪
密约影印件放在谭府一只
叫做秋秋的八哥鸟相关的
地方。织田幸子哄山山睡
觉，与杨秋怡讲述自己和
俊秋的经历……

天视3套 19:20
■《爱情珠宝》第

36、37集 方梓妍看到气
场十足的夏洛伊来到公
司上班，心里很是紧张
和害怕。宫宇辉再见宋
琪情绪缓和，他更清楚
自己依然深爱着宋琪。
返璞归真的宋琪站在宫
宇烨和方梓妍的立场，
希望夏洛伊放手成全，
却遭到了夏洛伊言辞犀
利的拒绝。宫宏达重新
邀请沈竹青回宏创公司
上班。俩亲家冰释前嫌，
也算正式接受了方梓萱
和宫宇灿的婚姻事实。
徐水晶也终于想透彻决
定出国，方梓萱拉着宫宇
灿跟徐水晶道别……

天视4套 21:10
■《鱼龙百戏》本期

春节特别节目“蓓蕾绽放”
第二场，由三位妙语连珠
的园丁老师坐镇守护，他
们是天津市曲艺团副团
长、青年相声演员李梓庭，
天视文艺频道主持人孙
媛，以及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演员李欣欣。21组精
彩节目的轮番登场，使得
三位园丁老师赞不绝口。

天视2套 20:45
■《今日开庭》咱们

今天案件的原告，是一位
爱打高尔夫球的财务主
管，几年前，他为了成为一
家高尔夫俱乐部的终身会
员，交纳了80万元的会
费！可今天，他还是因为
钱，把俱乐部告上法庭。

天视6套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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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49—51）20:45 鱼
龙百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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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20 至

2021赛季全国女排联赛
第3阶段 天津VS浙江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
百顺21:00 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8:56 多派玩儿动

画《怪兽计划》（2—12）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