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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学校学生每天安排2
次大课间活动，按照季节化、特色化、
多样化的要求进行，内容包括：跑操、
校本操、室内操等，时间30分钟；学
校每周有3次体育课，每节课45分
钟，确保学生每天能够锻炼超过一小
时，根据我们的测算，一般学生在校
锻炼活动时间可以达到1-1.5个小
时。”南师附中树人学校体育教研组
长张红军表示，此外，学校每周还有
足球俱乐部、田径社团、游泳社团等，
定期开展专项训练和社团活动，活动
次数每周2-5次，每次1-2.5小时。

学校的运动时间能保证，那么
家里的呢？“这个消息已经在我们家
长群传开了，体育成绩好的孩子家

长喜笑颜开，但也有家长因为孩子
体育成绩不理想，略显担忧。”南京
一位初一学生家长吴女士告诉记
者，随着孩子升入初中，老师也不断
强调中考体育的重要性，家长们也
越来越重视孩子的体育锻炼和身体
素质。“我们班级有个体育打卡群，
老师经常会发小视频，孩子可以跟
着视频锻炼，此外周末我们也会督
促孩子，打1个小时羽毛球。”

家长王女士表示，自己家孩子
一直很喜欢运动，也坚持学习田
径。不过随着孩子升入中学，课业
压力比小学时有所增加，孩子平时
回家锻炼的时间就减少了，每天能
保证半个小时很不容易了。

中考体育分值权重将逐年上升
南京这些学校“提高学生体质健康”的做法亮了

近日，记者了解到，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实施意见和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明确了“江苏省中考体育成绩权重将逐年上升，由过去不低于中考成

绩总分的5%，到2025年提升至10%以上”“中小学生每天户外活动不少

于2.5小时”等一系列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体育课不再是文化课的附属品。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南京市中小学

生体质健康监测在全省名列前茅。加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南京学校有

哪些特别的做法？记者进行了采访。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李晨

最是红色动人心。在由江苏省文
明办指导、扬子晚报和“江苏省文明单
位”宁波银行南京分行共同主办的“学
党史 扬家风”——百位“家庭好声音”
活动中，主办方收到了来自一些普通家
庭的红色家风，这些彰显着鲜明家国情
怀的红色家风，真挚感人，催人泪下，也
成为这些家庭的宝贵精神财富。
用爱心践行“红色之诺”

“江苏好人”赵一鸣是烈士的后代，
爷爷赵平在解放战争中牺牲。虽然他
没有见过爷爷，但是他经常听长辈们讲
爷爷是一个精忠效国、怜恤贫弱的人。
所以他从小就许下了“红色之诺”：要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做一个让别人温
暖的人。此后，他和家人一直践行着

“怜贫济弱”的家风家训。
传家有道惟存厚，行善积德心无

私。从1999年开始，赵一鸣22年如一
日，先后帮扶40多名家境贫困的留守儿
童和贫困大学生，投入资金达60万元。
他和家人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做一个温暖
他人的人”的诺言，并先后荣获“江苏好
人”“盐城好人”“盐城市文明家庭”称号。
遗书里的坚定信仰

丹阳读者荆璐的大伯荆建平1985
年10月31日在中越边境牺牲，牺牲时
年仅23岁。在“生死线”，大伯先后往

返30余次，带领战友多次粉碎越军的偷
袭，歼敌6人。边境气候湿热，他全身皮
肤溃烂数十处，有时发高烧达39℃。他
谢绝了党支部让他到“二线”治疗的建
议，顽强地战斗了60多个日日夜夜。就
在牺牲的前几天，他在哨位上代替战士
执勤时，腿部三处负伤，仍坚守阵地。

在出征前，大伯给爷爷奶奶留下了
遗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就要赴前线
参战了。这次回家，怕你们担忧，影响
你们的身体，因此也没有告诉你们。在
家自己是老大，你们都希望我成为家里

的顶梁柱，然而忠孝不能两全，现在祖
国需要我，请原谅我吧。假如我有意
外，希望家里不要给政府添麻烦，不要
悲伤，而要为我感到骄傲，感到高兴。”
多年后，荆璐再读这封书信，不禁潸然
泪下，虽然大伯已经牺牲30多年，但这
份坚定的信仰历久弥坚。

11月底前，您都可以把自己的党
史学习感悟、好家风好家训的故事，
录成音频发送到
邮箱xdsyjf@163.
com，扫 描 二 维
码 了 解 更 多 详
情。

扬子晚报/紫牛
新闻记者 丁小叶

红色信仰历久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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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新票“五虎将”
江苏热销

体彩新票“五虎将”正
在江苏热销，该票单张面
值 20元，头奖 100万元。
这是一款以三国为背景打
造的主题即开票，它共有
5款票面，分别展现了关
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
五位三国英雄人物。感兴
趣的您，可走进身边的体
彩网点尝鲜。

体彩·情报站

手机订阅中奖号
开奖荐号早知道

■订“体彩天下”看所有
体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9(2 元/月);联通
发88到10655818。

■订“福彩赢家”看所有
福彩中奖号:移动发 88 到
1065877808(2 元/月);联通
发66到1065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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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第2021108期）
中奖号码：10 15 16 17 22 24 27
特别号码：5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一等奖 3注 436463元
二等奖 4注 46763元
三等奖 157注 2382元

福彩“15选5”(第2021250期)
中奖号码：2 4 5 6 12
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
特别奖 0注 0元
一等奖 75注 2494元
二等奖 4595注 10元

福彩3D(第2021250期)
中奖号码:8 7 2
奖等奖等 江苏中奖注数江苏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每注金额
单选单选 20642064注注 10401040元元
组选组选33 00注注 346346元元
组选组选66 38043804注注 173173元元
11DD 909909注注 1010元元
22DD 103103注注 104104元元

本期投注总额本期投注总额 270270万元万元。。

福彩“刮刮乐”
9月16日江苏中奖注数150324注，

中奖金额2981812元。
体彩“7位数”（第21143期）
中奖号码：9 2 3 8 7 6 2
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特等奖 0注 0元
一等奖 0注 0元
二等奖 30注 2036元

体彩“排列3”(第21250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4 4 8
奖等奖等 本地中奖注数本地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每注奖金
直选 1073注 1040元
组选3 1436注 346元
组选6 0注 173元

体彩“排列5”(第21250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4 4 8 7 7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7注 100000元
福彩“快乐8”(第2021250期)
中中奖号码奖号码::3 9 12 16 17 19 20 21 23
32 38 42 45 49 62 65 67 69 72 77
体彩“7星彩”(第21108期)
中奖号码中奖号码::4 7 0 0 8 7 +8
奖等奖等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
一等奖 0注 0元

（彩票开奖信息最终结果以彩票
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南京一中实验学校趣味运动会南京一中实验学校趣味运动会

南京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研
究中心主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江宇表
示，在运动中学生可以获得“身心的全
面发展”。学生体质健康不仅是学校的
责任，也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关注。
家长要摒弃“成绩大于身体素质”这个
错误的观念，从自身做起，陪伴孩子一
起锻炼。学校要利用大课间、体育课程
给学生科学地安排训练内容和运动量，

同时还要关注学生的运动兴趣。
根据相关要求，每年南京市中小学

生体质健康促进研究中心都会牵头抽
样监测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南京学生体
质健康监测近年来在全省名列前茅。
江宇透露，未来南京这些抽样学校的体
质健康监测数据有可能纳入评价考核，
引导学校转变教育理念，更加重视学生
体质健康管理工作。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推
进初、高中体育学业水平考试改革、
改进中考体育内容、方式和计分方
法。执行“过程评价+基础知识+现
场测试”相结合的考试方法。逐步
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由过去不
低于中考成绩总分的5%，到2025
年提升至10%以上。

此外，学前教育阶段广泛开展快
乐体操、趣味田径等幼儿体适能游戏
活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落实每周小
学不少于4节、初中和高中不少于3节

体育课，每学期安排不少于10节健康
教育课；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
开设一节体育课；高等教育阶段学校
要将体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生修
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鼓励将体育课
程纳入研究生教育公共课程体系。

学校要每年举办运动会或体育
节，正常天气每天课间休息、大课间
活动等校内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1.5小时，校外不少于1个小时。体
育活动时间，中等以上强度运动时
间不少于1小时，每周不少于3小
时高强度运动。

记者了解到，从本学期开始，南京外
国语学校方山分校将面向小学三四年
级、初中和高中开设游泳必修课。为什
么要普及游泳课程？南京外国语学校方
山分校校长朱征介绍，教育部每年都强
调青少年学生防溺水，要加强安全教
育。他认为，游泳是一项运动技能，对提
高心肺功能、提升运动协调性大有帮助，
更是一项生存技能，在遇到突发状况时
可提升自救能力，保护生命。朱征告诉
记者：“学校有自己的游泳馆，利用这样
的便利条件，把游泳课排进课表，每周1
次游泳课，每次两课时连着上，帮助学生
掌握游泳技能。此外，学校还开设了其
他体育运动社团课程，鼓励每位学生选
择一项自己感兴趣的运动进行学习。”

南京一中实验学校学工处副主任、
体育教师唐俞介绍，学校严格按照国家
课程标准，开足开齐国家课程，以初中
生为例，每周体育课不少于3节，而且
其他学科老师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借口
占用课程。每天上午半小时和下午半

小时是学校的阳光体育大课间，安排了
跑操、广播操、武术操等活动。此外，针
对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学校每周还开
设足球、啦啦操、篮球等社团课程，帮助
学生进行拓展锻炼。唐俞说：“我们学
校每年举办体育节，还在冬季开展拔
河、跳绳、3v3篮球等趣味体育赛事，调
动学生的运动积极性。”

张红军告诉记者，学校常年坚持开
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竞赛活动和学
科活动，有跑操和广播操比赛、有初一
足球联赛、初二足球联赛、初三羽毛球
争霸赛等；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学
生个人、团队和班级将会在各级各类评
优中获得加分。此外，学校针对中考选
项进行教法创新，帮助学生提高选项成
绩。“我们定期进行模拟考试，师生和家
长一起进行考试数据分析，帮助学生谨
慎选项。为了帮助后进生，我们还利用
课余时间和节假日义务帮助学生进行
针对性锻炼，近几年我校的体育中考满
分率均在南京市和鼓楼区名列前茅。”

家校合力
学生体质健康不只是学校的事

在校可保证1-1.5小时运动量
在家运动1小时有点难

逐步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
学生每天户外运动不少于2.5小时

有学校把游泳纳入必修课
有学校创意冬季运动项目

记者
调查

创新
做法

专家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