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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

上，有关中高考体育改革

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随

着推进体教融合的步伐不

断加快，越来越多地方开

始讨论、探索“中考体育

100分”“体育入高考”的可

能性。考试能否成为解决

当前体育教育问题的良

药？推进体育课改革、实现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前路

在何方？

“中高考体育”话题背

后

作为最早推动“体育

入中考”的专家之一，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学校体

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

振明表示，设计中考体育，

主要是为了解决当时初三

体育课大量被文化课占用，

学生体质普遍下滑严重的

问题。他坦言，“虽然是应试

教育，但至少它能提升体育

课在学校的地位，促使孩子

们增加体育锻炼。”

2020 年 9 月，国家体

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将学校体育的重要性提升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面

对刻不容缓的改革之势，

一些业内专家认为，用应

试的办法来解决应试的问

题，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倒

逼效果。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

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升，

不仅学校体育课日益受到

重视，“体育老师被生病”

现象日益减少。

毛振明认为，从目前

中考的经验来看，中高考

体育改革一定能够推动中

学生体质状况的改善，而

从体育教育改革的全局考

虑，体育考试应该是一个

阶段性的策略，其目的在

于用应试教育的办法来解

决应试教育造成的问题，

而当素质教育大行其道

时，这种方式也会自动退

出历史舞台。

体育教育改革亟须

“破冰”

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

弊端，一些业内人士表达

了担忧。“分数不是教育的

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

根本目标。”全国政协委员

唐江澎说，“好的教育应该

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

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

雅生活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

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副

院长双少敏认为，将原本

象征快乐、自由的体育纳

入考试范围，不仅增加了

家长的负担，而且让一些

学生对体育产生了抵触情

绪，这某种程度上是对体

育的“异化”。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

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形成体育爱好和运动

习惯是推进体教融合的终

极目的，仅靠考试显然无

法达到，而要真正实现这

一目标，学校体育教育仍

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记者发现，体育教师

短缺问题在一些地方仍十

分突出，特别是一些农村

地区地域性和结构性的缺

编问题严重。在山西一所

挂牌“足球特色学校”的农

村小学里记者看到，该校

没有一名专职体育教师，

足球教练是由美术老师和

另一位身兼多门课程的老

师来担任的。

此外，体育教师专业

素养不足、体育课质量较

低等情况也是有关专家普

遍提及的问题。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跆拳道协会和

空手道协会主席管健民认

为，“当前的普遍现象是青

少年喜欢体育，但不喜欢

上体育课，运动项目化发

展水平不高是学校体育工

作的明显短板。”

对症下药补齐短板

体教融合任重道远

面对体育教育目前存

在的问题，专家表示，中高

考体育改革只是体育教育

改革的一个方面，推进体

教融合不能“一考了之”，

而是要多措并举、对症下

药。

“加大资源投入、完善

资源配置是推进体育教

育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双少敏建议，各地政府应

加大体育教育投入力度，

增加体育教师编制，支持

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和体

育设施购置，保障各中小

学尤其是乡村学校配齐

体 育 教 师 、开 足 体 育 课

程。他同时呼吁政府相关

部门加强宣传引导力度，

让家庭、学校、社会各方

加快树立“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真正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

“运动项目化是现代

体育的本质特征之一。”管

健民建议，以运动项目为

抓手，推动学校体育工作

高质量发展，加大中小学

运动项目专项师资的培

养、培训力度，同时教育部

门应与国家级体育单项协

会加强沟通协作，就如何

科学合理地在中考体育测

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

中融入更多运动项目元

素，如何将运动项目教学、

竞赛活动纳入中小学体育

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等展

开合作与研究。

“高水平运动项目赛

事应是未来学校体育的重

要载体之一。”毛振明提倡

中小学体育课施行走班制

教学，把全年级的体育课

安排在同一时间，打破班

级，以项目分组，设置排球

班、足球班、舞蹈班等，学

生自行挑选感兴趣的项目

进行学习，只要喜欢就可

以坚持下去。同时每个班

都是一支运动队，体育课

主要通过比赛的形式进

行，每学期一开学赛季就

开始了，让学生在实战竞

技中提高技术、获得成就

感，从而真正爱上某项运

动。 （据新华社报道）

“农业芯片”——种子

的问题，在今年两会广受

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种

子和耕地。多名代表委员

提交了相关建议和议案。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表

示，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制定打好种业翻身仗行动

方案，力求用 10 年左右的

时间，实现重大突破。

两会透露中国种业哪

些新动向？

唐仁健说，种子在“有

没有、保生存”这个问题

上，立足国内是能够满足

的。比如，水稻、小麦两种

最基本的口粮，就完全用

的是自主选育品种。外资

企业占我国种子市场份额

只有3%左右，进口种子占

全国用种量只有0.1%。

同时，他坦承在“好不

好、高质量”方面的差距。

比如，玉米、大豆单产水平

还比较低，不到世界先进

水平的 60%。蔬菜里的甜

椒、耐储番茄等种子，从国

外进口还比较多。另外生

猪的饲料转化率、奶牛产

奶量，都只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 80%左右。还有白羽

肉鸡祖代种鸡，主要也是

靠进口。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

学社湖南省委副主委李云

才扎根农村10余年，是“三

农”提案“高产户”。去年全

国两会，他曾建议打破种

子垄断、技术垄断、资本垄

断和市场价格垄断。今年，

他带着《关于突破种源“卡

脖子”技术打好种业翻身

仗的提案》继续建言。

根据调研，他列举了

种业存在的一些突出问

题：

——种源“卡脖子”。

虽然在我国主要农作物中

大部分种子为“自产”，但

玉米、马铃薯等种子部分

依赖进口。高端品种的蔬

菜种子以进口为主。品种

同质化现象严重，种业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

——基因编辑技术原

始专利大多被国外控制。

——种质资源保护利

用不够。农业种质资源普

查收集不全、保存保护乏

力、共享机制不畅。

——产业集中度低，

多、小、散、弱格局未根本

改观。科研与市场“两张

皮”，存在科研与市场脱

节、品种审定与市场严重

脱节、院校企研究“各自为

政”问题。

—— 种 业 管 理 跟 不

上。个别县市区种业管理

处于无机构、无编制、无专

人的“三无”状态，形成管

理真空。人才流失严重。辛

苦与薪酬不匹配，高校毕

业生存在“不愿进、留不

住”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

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主任李登海说，中

国现在有持证种业企业

7200 多家，真正有原始创

新能力的不多。有的种业

企业把已推广的良种稍微

改变一下性状，就当作新

品种推广，造成市场上种

子同质化育种现象严重。

“刚推广一个新品种，马上

就有仿制的。现在企业新

品 种 投 放 市 场 ，顾 虑 重

重。”李登海说。

两会透露哪些变局突

破口？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

案专门谈到“现代种业”，

指出：建设国家农作物种

质资源长期库、种质资源

中期库圃，提升海南、甘

肃、四川等国家级育制种

基地水平，建设黑龙江大

豆等区域性育制种基地。

新建、改扩建国家畜禽和

水产品种质资源库、保种

场（区）、基因库，推进国家

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建设。

唐仁健透露了相关工

作进展：目前畜禽种质资

源库正在立项。此外，海洋

渔业种质资源库已经开

建。新的农作物种质资源

库今年9月份将建好，建成

后保存能力达到150万份，

位居世界第一；在原创技

术、底盘技术上尽可能突

破；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

化种子企业，建立健全商

业化育种体系；抓好海南

南繁基地和甘肃、四川等

国家种子基地建设；管好

种子市场，保护好知识产

权，尤其要严厉打击套牌

侵权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

党湖南省委副主委王国海

说，随着支持种业发展的

政策加快出台，更多种业

科技成果将加速研发、转

化，保护品种创新、规范品

种同质化问题将成为种业

发展的主题，国家种业创

新体系将基本建立，一批

种业“隐形冠军”将加快产

生。

被誉为“南繁硅谷”的

南繁基地引人注目。据了

解，南繁基地依托海南独

特的光热资源，能缩短农

作物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的育种周期。每年，全国29

个省份的 700 多家农业科

研院所、大专院校和种业

企业的近7000多名科技人

员赴南繁育种。全国已经

育成的农作物新品种中，

70%以上经过南繁基地的

培育。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副

局长郭涛说，将依托规划

建设的 6028 亩南繁科技

城，打造全国种业创新基

地。

打赢翻身仗还需重视

哪些问题？

两会上，代表委员为

打赢种业翻身仗积极献言

献策。

李云才建议，资金投

入改变传统管理方式，实

行揭榜管理流程和结果

“回填”式管理，避免“各自

为政”、资金分散的管理方

式，提高科技研发能力。

此外，加大种质资源

收集和保护力度。对濒临

灭绝的优质地方品种进行

抢救性挖掘和保护。学习

先进种业的做法，注重挖

掘有特异性的性状、基因，

以丰富优异的种质资源和

强大的基因库，为种业向

质量型跨越创造技术和物

质基础。

全国政协常委、中化

集团董事长兼中国化工集

团董事长宁高宁表示，我

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对

原始创新保护力度有待加

强，对跟随仿制性、模仿修

饰性育种限制不够严格，

部分地区、部分品种的种

子市场中近似性品种泛

滥。他建议，尽快修订种子

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

例，加大对违法侵权的执

法力度，营造鼓励创新和

公平竞争的环境。

李登海建议，要缓解

种业企业科研人员流失现

象。种业科研离不开领军

人才、高效团队，虽然已经

72 岁了，但李登海还坚持

在田地里做科研。他说，应

该在职称评定、科研立项、

成果评价等方面出台支持

政策，鼓励更多科研人员

投入种业科研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

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

鹏建议，建立濒危、地方品

种育种保护区，农户种植

特色地方品种农产品，政

府支持地方品种申请地理

标志保护，电商负责产销

对接；设立专项，支持科研

院所、种企、电商共建商业

化育种中心，改良濒危、地

方品种，电商以消费数据

辅助良种选育项目决策，

加速选育消费端喜爱、种

植端高效的突破性新品

种。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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